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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 宋方青 （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

  凤凰花开，骊歌唱响，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

业季，我们欢聚在此，欢送毕业的331名同学。

  在最美好的青春里，你们进入厦门大学，来

到厦门大学法学院，从那一刻起，这里便留下了

你们青春的故事，承载着你们丰富而美好的记

忆，在这里你们也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在

法学院求学的时光里，你们和祖国同行，与时代

共进，见证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前进足迹，目睹了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况，亲历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历程。你们是生逢其时的优秀学习者，经

过几年的专业学习，你们饱含着人文底蕴又充

满了法律人的精气神，感性十足又有了更多的

理性，热情奔放又多了几分成熟稳重。你们也是

重任在肩的未来建设者，在民族复兴梦想与大

学精神文化的指引和熏陶下，秉承了厦大人“爱

国、革命、自强、科学”的精神品质，立下了建功

立业的远大志向。此时此刻，看到精神抖擞、踌

躇满志的同学们，我由衷地为你们的成长而感

到骄傲和自豪！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

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

史”，今年的毕业季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业

已开启，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将从校园走向社

会，其中还有很多同学选择去西部、基层、部队、

国家重点单位奉献青春、追逐梦想，作为青年法

律人，你们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需要仰望

星空、志存高远，心系天下、怀抱苍生，你们生逢

盛世当不负盛世，生逢其时当奋斗其时。毕业是

人生的新起点，临别之际，我想对你们再表达几

点期许，希望你们放飞人生梦想，在奋斗的时代

中成就事业华章、成就最好的自己。

  希望你们坚守法治精神、维护公平正义。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作为一名法

律人，公平正义是我们的永恒追求，崇尚法治是

我们的神圣使命。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夯实法学

理论基础，也要培养法治思维和公理良知。今后

你们或成为法官、检察官，或是进入党政部门，

或进入律师行业，或进入企业，不论你们从事何

种职业，希望你们一定要信仰法律，敬畏法律，

坚守法律，将“法治中国”的重任扛在肩上握在

手上，用一生来追求和践行法治理想。请不要对

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冷漠旁观，也不要

因他人的误解和埋怨而改变初心。法治国家、法

治社会、法治政府的实现，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

力，更需要我们法律人带头引领，需要你们每一

位同学的担当。

  希望你们坚持学习、求知探索。知识来源于

学习，智慧来源于思考，能力来源于锻炼，德性

来源于修养。新时代新征程，你们需要具备锲而

不舍的学习精神，守正创新的学习品格。对于法

律人而言，学习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终身学习是我们幸福和智慧的源泉。“厦大法律

人”仅仅是一张通行证，一纸文凭无法承载你的

一生。希望大家保持对知识的渴望，把学习同思

考、观察同思考、实践同思考紧密结合，在行走

中增加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在思考中增加对世

界大势的把握。我真诚地邀请在座各位毕业生

常回来看看，不仅是在同学聚会或是秩年庆典

之时，更希望你们平时也能常回我们的法学图

书馆坐一坐，感受学习的氛围，体会求知的快

乐，重整内心的宁静。让学习成为你的终身习

惯，做到与时俱进，坚持开阔格局。

  希望你们不惧风雨、乐观前行。未来的人生

之路对你们来说既陌生又神秘，它可能是柔柔

和风、香花满径，也可能是荒草萋萋，芦花飞荡。

此时的你可能既充满兴奋和憧憬，也可能会有

一丝丝迷茫或恐惧，这都很正常。希望你们始终

拥有积极乐观、健康阳光的心态，坦然面对事业

上、生活中的每一次成功与挫折，以豁达的心态

直面人生的高潮与低谷，以宽容的性情对待人

生的失落与坎坷，从容不迫，潇洒淡定，使顺境

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无

论未来社会多么复杂，我都愿你们心存阳光、理

性平和，做到先苦后甜、能屈能伸，不断认识自

我，发现自我，从而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书写人

生的精彩。

  你们此生与法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请记

住无论走得多远，学院永远是你们温暖的家园

和坚强的后盾，老师也是你最忠实、值得信赖

的朋友，我们乐于分享你的成功，也会在你失

意时助你一臂之力。希望你们常回来看看，与

老师、学弟学妹分享你们的成功与喜悦，你们

是法学院最宝贵的资源与财富，你们将永远是

法学院的骄傲。

  “潮落潮涨，几度风霜，青春不老，岁岁年

年”，期待与你们廌园再相聚，共话当年师生情，

共谋学院新发展！

  （文章为作者在厦门大学法学院2021届学

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 尹飞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

  毕业意味着一段岁月的结束，更是新征程

的开始。正如今年恰逢建党一百周年，我们需要

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才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同样，在毕业之际，我们更需要回顾总结过去几

年的心血和汗水，为自己的未来探明方向。

  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见证了你们的成长。

  你们传承了“中财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庆典、建党百年纪念活动一系列重大专项活

动中，你们辛苦训练，用汗水挥洒着的青春，展

现着对国家、对党的忠诚；哈达铺、腊子口的遗

址上，你们在认真学习、思考，赓续着红色血脉。

  你们践行了“中财蓝”。大家脚踏实地，艰苦

奋斗。过去几年里，北京市司法局的148法律援

助热线，由你们全面承担。暑期社会实践、大创，

宕昌的田野里、疫情防控第一线、雪域高原上、

贫困乡村中，你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你们彰显了“中财黄”。一系列大赛中，你们

成绩优异，用自己的实力展示着中财法学院的

应有地位。各类文体活动里，你们战绩辉煌。你

们的论文、就业，你们的知识水平，你们的素质

拓展、能力提高，你们的一切优秀之处，都在为

中财法学院添砖加瓦，彰显了中财的辉煌。

  过去几年来你们亲身见证并参与了学院走

过的历程：民法典编纂，各项市场经济立法和重

大决策中，中财大声音日渐响亮；各大媒体上，

自己的老师频频发声；一篇篇顶级期刊论文跃

然纸上；一项项国家级课题获批立项……高水

平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财经法学

特色日渐凝练，资本、土地、劳动力、数据，各大

生产要素的法治领域，中财法学院的领先优势

更加强化。

  你们见证了国内法学院校仅有的四家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获批；你们见证了国

内顶级奖项评选中自己的老师们屡有斩获；你

们见证了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的全票入选；

你们见证了学院整体迁回学院南路；你们见证

了中财法学院排名的快速上扬，社会美誉度大

幅提升。

  在这个临别的场合，我想叮嘱大家的是：

奋斗。

  回顾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百年党

史，七十多年的新中国史，我看到的是我们这个

民族存亡续绝的不屈探索，看到的是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为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奋

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回顾学院26年的发展，我们的培养质量

快速提升、我们的学术声誉扶摇直上，也是一

代代中财法学人奋斗的结果。我回顾了同学们

的成绩，这同样是大家奋斗的结果，“无奋斗不

青春”。

  奋斗不只属于青年。对于青春不再的我们

来说，也是如此：陈华彬教授日作千言、著作等

身，邢会强教授为资本市场法治化和数字经济

皓首穷经，宋志红教授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奋

笔疾书，黄震教授为金融科技规范化奔走呼号，

郭华教授为民间金融风险控制殚精竭虑，林剑

锋教授为民诉法理论基础建构大声疾呼，王克

玉教授为全球治理建言献策……这些都是老师

们的奋斗！这些奋斗，勾勒出了中财法学院的崭

新形象。所以，在你们即将踏上新的征程之际，

我要对你们讲的，还是奋斗！不懈奋斗！

  奋斗需要明确目标！个人奋斗固然必须，但

更重要的是历史的进程。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么

一个伟大的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正式提出，全

面依法治国布局一一落子，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在向纵深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正在建构……我们深刻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将

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法治建设、民族的伟大复

兴结合起来，到国家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

  奋斗需要脚踏实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在未来的日子里，各位既

要志存高远，更要脚踏实地，多观察、多思考、多

学习，踏实地做好每件事，认真地面对每个人。

尤其是要积极主动到一线、到艰苦岗位上去，自

加压力、磨炼意志、提升境界、增长才干。

  奋斗需要持续、坚忍！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在人生的道路上，事业、爱情、家庭都难免经历

磨难抑或挫折。这就需要我们真正体会“奋斗本

身就是一种幸福”的深刻内涵，不要过于看重一

时的得失。王利明教授常常提及佟柔先生生前

讲过，“你看宇宙浩渺，每当我抬头仰望星空，就

感到一个人是多么的渺小。人走了之后，也不外

乎化作宇宙中的一粒尘染，何必为人世间的功

名利禄而过于烦恼”。在此也转赠给大家。希望

大家将奋斗中的成败得失都成为自己的人生财

富，支持着自己砥砺前行。

  奋斗需要坚守底线！立德树人、德法兼修。

作为法律人，我们推崇的是合乎规则、合乎道德

的竞争。只有这样的良性竞争，才能真正推动国

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逾越规则，那些锒铛入

狱者可为殷鉴。逾越道德，终将被钉在自己良心

的耻辱柱上！

  各位同学，你们人生中新的篇章即将开始。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希望大家不负韶华，

以不懈的奋斗，融入这个奋进的时代！

  （文章为作者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2021届

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 张海斌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院长）

  “大道至简”，人生的大道理很简单，就像托

尔斯泰说的，“最深刻的真理，是最平凡的真

理”，而我们每个人最需要做的，便是怀持着信

仰与热爱，奋发踔厉，在具体而微的平凡之事上

诚笃地践行之，让我们的平凡之路绽放出生命

的异彩。

  关于平凡，古今中外，名言警句有很多，有

些名言警句极为励志，令人闻之奋发，譬如“伟

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这些道理都

是极正确的，我就不再赘述了。但我想说的是，

我们或许更要从人生存在的本体高度来理解平

凡的意义。即，在终极意义上，我们，包括每一个

我和你，本就是一个个平凡的人，此生即将或注

定要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一件件平凡

的事儿。甚至，很有可能——— 我们得有心理准

备——— 一辈子就这么平凡着：做着一名平凡的

法官、检察官、律师或其他法律人，在一个个平

凡的岗位上，认真地办好每一个案子，写好每一

份法律文书，解决好每一件法律琐事儿。我们的

人生或许很少有机会开挂，更遑论伟大。但毋庸

置疑，这或将便是我们许多人的真实人生———

平凡人生。

  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遭遇平凡，体认

平凡，习惯平凡。唯有习惯平凡，我们才可能在

新的工作岗位上戒绝各式浮躁、焦虑、迷茫以及

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空想，从而平心静气，俯

下身子来，认真做好每一件简单的事儿，在新的

岗位上脚踏实地工作，日就月将地进步。正是每

一位法律人的平凡，才可能铸就出中国法治之

路的伟大和绚烂。

  要习惯平凡，还要甘于平凡，享受平凡。平

凡，在很多时候，往往体现在一个人从浅至深

的学习积累过程中，体现在一个伟大事业的细

节和环节之中，体现在一个美好事物从量变到

质变的蜕变进程之中。习惯平凡，甘于平凡，享

受平凡，可能孕育出的，乃是一种真正的不凡

与伟大。

  人生平凡，未必单调——— 有时候也很浪漫，

甚或是一种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人生。在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续集里，舅

舅对安利柯说：“我不是诗人，从没写过一首诗，

却想在人生的平凡琐事上种下诗去。一经种下

了诗，任何平凡的事物也会生长出爱与想象，一

切都会含有别样的情趣，把人心温暖起来。”“在

人生的平凡琐事上种下诗去”，让平凡人的平凡

生活自兹充满了爱与想象，这该是一种何其浪

漫和幸福的诗性人生。

  平凡并非平庸。人之一生，有时候，甚至很

多时候，因为种种合理或不合理，主观或客观，

偶然或必然，幸运或不幸的原因，我们只能做一

个平凡的人，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认真而奋勉

地做着一件件平凡的事儿，像萤火虫一般焕发

着自己最大的光亮。但是，倘若我们的职责与工

作，能够服务于人民所需，能够促进社会公益，

甚或是一个伟大事业的一个微小而不可或缺的

环节，那么我们的工作便注定变得不平凡，我们

的人生亦因此变得充满意义。这便像一个平凡

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之于我们国家伟大的法

治事业。因此，我们平凡，但绝不平庸。个体之平

凡，方能成就整体之伟大，而整体之伟大，更能

彰显个体之不凡。

  习惯平凡，甘于平凡，并不意味着没有理

想，丧失信念。毕竟，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

大。任何宏图大业，雄心壮志，必定是寄寓于日

积月累的平凡努力之中，而水到渠成地实现的。

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努力，绝非仅仅在为了个体

优渥福利与境遇之实现与改善——— 虽然这也极

为重要——— 而更是在平凡的岗位上竭尽所能地

服务于国家、社会与时代之所需，进而实现自我

的人生价值与目标。

  记得一百多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西

奥多·德怀特教授在毕业典礼上深情寄语法学

院学生：“……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考虑

如何发展自己的潜能，如何利用我们的能力去

帮助他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是一种享受，

但是稍纵即逝；为他人造福所带来的快乐，却永

远不会消退。当你们作为法律家慢慢老去时，回

忆起自己一生的成就，接受旁人的赞颂，为自己

真诚的付出倍感荣耀，因自己坚定的判断而骄

傲时，该是何等心满意足、何等自得其乐。”无

疑，这种法律人的平凡人生，便是一种充满理想

主义与奉献精神的荣耀人生。

  回顾百年党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

个阶段，正是每一位平凡的共产党员，每一位平

凡的中国人，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甘

于平凡，勤于奉献，接续奋斗，共同铸就了百年党

史的伟大与辉煌。希望你们以此为勉箴，在人生

的新征程上，永远怀持一颗平凡之心，努力做好

每件平凡之事，“在平凡的人生里种下诗去！”

  （文章为作者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2021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成就事业华章 成就最好的自己

以不懈奋斗融入奋进的时代

人生平凡未必单调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在中国政法大学设立立法联系点

  本报讯 记者黄洁 近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一行赴中国政法大学

就基层立法联系点揭牌并就接诉即办条例开展调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张清，法制办主任王荣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武星华，中国政法

大学校长马怀德、副校长时建中出席座谈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及中

国政法大学相关学院、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时建中主持。

  王荣梅在致辞中回顾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工作的既往成绩，

希望市人大常委会和学校继续深化课题研究、立法建议等立法工作

的合作。她表示，市人大常委会此次调研就接诉即办条例征求参会专

家意见建议，希望与会专家积极建言献策。

  马怀德表示，两年来，在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的关心支持和指导

下，在法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法大学立法基地和立法研究院

的建设工作取得了成绩。他希望以立法联系点设立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立法研究工作，全面参与北京市地方立法工作，为首都法治建设高

质量发展贡献法大力量。

  张清指出，推进立法基地工作应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仅仅考虑人民群众的长久利益，还要考虑

人民群众目前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无时不在的影响百姓的生活，进

而影响到百姓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度。当今立法工作任务重，新事

多，命题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门类齐全，高水平人才聚集，科研

人员理论素养高，希望各位专家继续在专业领域内积极建言献策，通

力合作，推动立法工作的开展与完善。

甘肃政法大学与甘肃法成律师事务所

举行实习基地签约挂牌仪式

  本报讯 记者赵志锋 7月30日上午，甘肃政法大学党委委员、

副校长焦盛荣带领法学院负责人及有关实习指导教师一行4人赴甘

肃法成律师事务所举行实习基地签约挂牌仪式。甘肃法成律师事务

所主任王亦农，合伙人胡建华、郝利永及部分律师、实习学生参加仪

式，仪式由该所靳戌恒律师主持。

  焦盛荣提出，一是希望律所能够继续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实习岗

位，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期待律所和学校能够在疑难案件研

究、法学案例库建设等方面加强联合攻关与合作；三是希望律所加强

对实习学生的管理，悉心指导，切实提高学生实务能力和实践技能；

四是要求全体实习学生珍惜难得实习机会，虚心向社会学、向老师

学、向案例学，争取能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王亦农表示，律所对法学实践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促进理论知

识的掌握，更是为青年法律学子的未来职业规划提供理性优化的思

考方向。甘肃法成律师事务所有信心、有能力为青年学子们提供舒

心、高效的实习平台，期待通过与高校的合作，促使一批批的青年法

学人才增强学用结合意识，早日树立远大理想目标，为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添砖加瓦。

华东政法大学

再部署2021届毕业生就业工作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7月30日，华东政法大学再部署2021届毕

业生就业工作，召开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郭为禄，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叶青，副校长周立志，学生工作部（处）、

相关负责老师、全体毕业班辅导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叶青主持。

  郭为禄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毕业生就

业工作既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又关系着学校工作全局和

长远发展，更关系着学校的社会声誉。学校“人人关心就业、人人支持

就业”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各部门、各学院对毕业生就业工作实现

了认识到位、领导到位、落实到位、联动到位。结合目前工作开展情

况，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打赢毕业生就业工作“百日会战”，实现既定工

作目标，郭为禄代表学校党委对做好就业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

提高认识、落实责任。二是要聚焦重点、解决难点。三是要及时总结、

尽早谋划。

  叶青指出，在“六稳”“六保”中，就业问题都居于首位。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在就业攻坚“百日会战”的决战关键期

召开推进会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他要求，各部门、各学院要进一步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学校党委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

学校的各项工作要求，压实责任、做好冲刺。要在对策的精准性和有

效性上下功夫，要针对工作开展中的个性问题精准施策、精准发力，

及时做好宣传策略调整，引导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以更宽的视野打

开就业新渠道。要在协调上下功夫，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对高

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影响，始终保持紧迫感和危机感，做好家校协

同，发挥导师等多方面作用，确保实现既定工作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