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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宣

  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事业也走过

了坚韧前行、蓬勃发展的90年。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的特殊

年份，展现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成就和年轻检察官群体

成长历程的电视剧《你好检察官》，于9月8日正式播出。

  电视剧《你好检察官》根据真实检察办案故事改编，将最高检党组

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融入其中，结合青春、职场、励志等影视创作元

素，生动呈现了有理想、有办法、敢担当、有自信的新一代检察人，在各

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展现激情与梦想，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奉献青春力量。

  拍摄过程中，该剧主创团队不断突破专业知识的壁垒，在故事架

构、情 感

逻 辑 、技 术

细 节 等 方 面 精

益求精，立意深刻

又极具现实温度，打造

了一部检察文化与影视载

体深度融合的作品。在内容创

作上，该剧力求贴近现实生活的

内在逻辑，集中展现检察机关内设机

构改革后在创新业务实践过程中的新理

念新举措，努力实现艺术性与专业性相

统一。

  据悉，《你好检察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

部与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等单位联合摄制，

中国检察出版社组织创作拍摄。该剧入选国家广电总局

2018-2022年百部重点电视剧，由崔亮执导，孙怡、张昊唯、朱

雨辰、王维唯、殷叶子、刘海蓝、陈靖可、乔骏达等主演，徐帆、赵

志伟、范明等特别出演。

《你好检察官》完美展现新时代青年检察官精神风貌

□ 王鹏翔

  法学没有标准答案。这是

本书最想强调的一点。笔

者曾给大学一年级学

生讲授过法学课。

与大学之前的

科目讲授一

样，主要

形式是讲授既有的知识，学生大多面对

的是一些讲义和法律书籍。然而，法学本

来就不是如理工科一样的发现“真理”的

科学。法学是一门思考如何维持社会秩

序的学科。这个社会是由一些利己的，有

时候脸上还会流露出一些邪恶之心的有

缺点的人类组成的。法学是一门很难说

有“标准答案”的带有七情六欲的学问。

因此，法学常常存在观点对立，也正是在

这种对立的讨论中得以发展。

  法学中重要的不是结论本身，而是

其结论的根据。总而言之，法学是说理

的学问。在现实裁判中，原被告双方律

师为了支持不同的结论，按照各自思路

提出主张；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

院也是各自基于判决理由，作出不同

结论（最高法院还会附上反对意

见）。此外，我们还能看到法学

学者对判例提出批判。

  当然，结论也可以

分为妥当的结论和

不妥的结论。以

宪法为顶点，

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具有理论上的体

系性，各个规范得以在整体中确定相对

位置。法律解释就是摸索这种妥当位置

的学问。如果法学是一门“科学”，我们

就必然能够找到如何发现讨论的结论

的方法。但是，结论难以确定，这才正是

法学的有趣之处。

  另外，对结论的妥当性再多说几

句。在法学中，让众人都觉得惊讶的离

奇结论一般来说是不妥当的。在理工科

的学问中，越是让人大吃一惊的结论，

越可能是杰出的成就；但是，规制社

会秩序的法学的结论如果让人一

惊，恐怕是会带来困扰的。重

要的是，即便得出相同的

结论，如何给出一个扎

实 的 理 由 也 很

关键。

  本书希

望 通 过

10个案例，给大家一个

感受法学的趣味的机会，

让大家学会自己思考重要的

事情。希望读者能尝试用一天左

右的时间在头脑的角落里思考问

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本书的目的也

就实现了大半。解说部分不过是给大

家一些资料以及笔者的思考作为参考

罢了。如果自己不思考就直接阅读解

说部分，那实在是有点得不偿失。如果

只是希望通过阅读获得知识，有的是

比本书更有价值的书。希望读者在自

己思考后再去阅读结论部分，然后与

自己的结论和理由进行比较。到那时，

你应该会有新的感悟 ，从而更上一

层楼。

  本书有助于人们学会思考与说理，

通过10个有趣且值得深思的案例探索

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其中涉及的10个

案例包括：蛋糕的分法、电梯难题：公寓

电梯修理费的负担、仿冒附带爆炸装置

的保险箱、从意大利诱拐儿童、“好意同

乘法”如何制定、夏加尔画作的去向、起

草一份合同、还能相信判例吗、房东的

不满和惩罚性损害赔偿。

  本书采取“案例导入、问题导向”的

体例，选取的10个案例多来源于日常生

活，便于读者想象出现法律问题时的具

体生活情景，从而激发读者自行思考的

好奇心。如仿冒附带爆炸装置的保险箱

案、夏加尔名画失窃案等事件本身便充

满趣味，让人不禁好奇在“一般法感情”

都失效的地方，该如何探索正义。而在

公寓电梯修理费的负担、在好意同乘中

搭乘者受损是否应当获得赔偿等这些

民法学习者都可能难出新意的案件上，

本书仍能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探索说理

的可能性，给人以智识上的冲击。此外，

本书并未停留于解决实体问题，还借题

发挥，触及判例拘束力、法解释的方法

等法理论层面的议题，通过具体案例

展现了法学理论的魅力所在。

  在日本，法学入门类书籍是

非法律人士了解法学、法学

院学生在学习部门法之

前，乃至高中毕业生

决定是否选择法

学专业的常见

读物。

□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编写组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征

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

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

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

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明

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

国中的指导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史

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

创立的，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丰富实践和

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

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

理论风格、思维特征和实践特色。习近平总书记为

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独创性、原

创性贡献。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发展的时

代背景

  习近平法治思想萌发和孕育于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和发展于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和拓展在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新征程。这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和发展

的时代背景。

  1978年，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

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改革开放

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

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

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

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中

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

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

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

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

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

展观，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

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意气风发地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开启新时期，跨入新世纪、站上新起点，进入新

时代、迈向新征程，这一气势恢宏的伟大历史变迁

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无论

是在“新时期”“新世纪”“新起点”，还是在“新时代”

“新征程”，法治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大主题和基本方略，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还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法治都

是内在要求，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规范、保障作

用。实践证明，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

能治好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是良法善治。

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

力法治保障，必须以不断发展的科学的法治理论为

指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顺应这一伟大时代要求

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热烈的激情同样影响和感染着我们这一届研究

生和随后而来的两届学生(八四级和八五级的研究

生)。1985年，法理学研究生熊继宁等四人在《政法

论坛》发表《新的探索——— 系统法学派的崛起》一

文，随后又发起组织召开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

研讨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法学耄耋张友渔以

及时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法学会会长莅会。一时

间，“系统法学”“法学的定量分析”“数量法学”

“法的实证研究”等成为颇为风行的语汇。那个时

期，在政法校园3号楼(研究生楼)的研究生们蕴藏

着一股特有的朝气、想象力和冲击力，他们几乎把

全部的能量挥洒在自由的论辩和学问的砥砺上，

形成昂扬上升的氛围。记得一位八二级法律史研

究生在其毕业前的《临别杂感》中写道：“我有个感

觉，也许是一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的中国法学

界，我们这些曾在3号楼住过的同学一定会汇成一

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一定的。”应该说，他的预言和

期望应验了：从这栋3号楼走出去的研究生目前在

中国各大学做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人数不胜数，

一些人已经成为某些学科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

的陈瑞华，清华大学的高鸿钧，厦门大学的徐国

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范忠信和陈景良，中山大

学的刘星，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桂林、赵旭东、李曙

光、张中秋、马怀德和曲新久等)。

  1987年之后，政法大学开始在军都山下的昌平

新校招生。一校两址的空间分离，将大学的教学

设施、图书资料、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的学缘联

系切割成两半，政法大学的师生自此长年累月地

在两个校园之间奔忙，连接昌平和市区的“3 4 5

路”公共汽车一夜之间成为政法大学师生的专

线，车内闪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春的身影，演

绎着一段又一段政法人的故事。而我和同时留校

的同届60位同学则拥挤在学院路41号的“政法方

舟”(一栋行将废弃的二层简易楼)，感受夏天的酷

热和冬天的寒冷，守候着小月河边的这个越来越

显得陈旧破败的院落。我常常一个人在院子的林

间散步，目送一批又一批学生在这个院落里走进

走出。每年的七月，学生们像小鸟一般飞进辽阔

自由的天空 ，而我依然在这个院落里孤独地徘

徊，留下一行行单调的足迹，偶尔回忆起在这个

院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和故事里熟悉的人们。

  我看见，湛蓝，向天际无限伸展澄明的静寂……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

版社出版）

  （《小月河边 有一所大学叫政法（二）》详见于

《法治日报》2021年8月31日9版）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绪论（一）

《民法典实用速查手册：
词条归类释义与典型案例》

  《民法典实用速查手册：词条归类释义与典型案

例》由杜月秋、孙政、高云昊联袂编著，法律出版社

出版。

  本书由梁慧星教授作序推荐，通过“词条归类”

的方法，将有关联的几个法

条整理归纳于相应法律概念之

中，用概念统率条文，构成概念与

条文的体系，有利于准确、有效地理

解、解释和适用民法典。

  内容简介：

  在类案指导不断被强化的背景下，本书以独特的

体系框架、可视化的思维导图、便捷的查询方法、专业

的法条释义、权威的案例参考等特色，帮助读者快速走

向民法典学习的进阶之路，用较少的时间与精力，获得

更多的民法典“干货”知识。

  词条归类、体系化强。对民法典条文进行了全面梳

理，通过264个词条将民法典1260个条文全部收录并分

类总结，让读者可以更全面、快速地了解民法典的结构

与内容体系。

  内容翔实、解读细致。以264个词条为基础，展现了

264个体系化的知识脉络。每个词条下精心设计了思维

导图、概念、法典条款、实务要点、权威参考案例五大版

块，旨在关联民法典相关法条，并提供内容精炼而不失

全面、翔实而不繁杂的解读。

  双重检索、方便查阅。按照词条顺序和民法典条文

顺序分别设置了目录一、目录二，读者可以根据需求使

用：一方面，可以按照词条顺序阅读，快速掌握264个民

法 典 知

识 点 ；另 一

方面，可以根据

条款序号查阅并学

习该条款下的全部知

识点。

  海量高频、受众广泛。本

书作为近百万字大容量工具书，

既适合律师、法官、公司法务等司法

实务工作者用作“工作手边书”，又适合

法学专业在校学生用作学习民法的参考书，

还适合正在备考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生用作

复习辅导书。

十个奇趣案例通往《法学之门》

小月河边 有一所大学叫政法（三）

学者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