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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草木葳蕤，惠风和畅。

我们齐聚蓟门桥边小月河畔，欢迎又一批新生

力量加入法大。当你们即将展开新的人生时，我

要告诉大家，你们是幸运的。学校加大力度改善

办学条件，力所能及满足你们对美好校园学习

生活的需要，这是你们的期待，更是学校的责

任。我暂不谈学校的责任，更想与大家交流你们

的“责任”。作为法大研究生，你们应该承担什么

样的责任？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方面。

  第一，弘扬法治、奉献社会，是你们作为法

大人的责任。

  “法大人”，是我们法大师生和法大校友共

同的身份标识。1 9 5 2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前

身——— 北京政法学院在沙滩红楼扬帆起航。从

那以后，每当国家和民族面临挫折的时刻，挺身

而出的那批人里总有法大人；在国家最需要的

地方，勇担重任的那群人里也总有法大人。一路

走来，法大和法大人中流击水、励志笃行，总是

以一股向上的力量，去振奋一个时代，点燃一份

希望，诠释一种信仰。

  学生与学校相互依存、相互成就。作为法

大人，我们还肩负着与法大荣辱与共，维护法

大声誉的责任。你们也是行走的“法大名片”，

你们走到哪里，法大的品格和形象就会被带到

哪里。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如

果说前辈们铸就的法大传统是一条大河，那么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继续汇聚点滴力量，融

入时代主流，肩负起历史使命，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担大任，爱国爱民，增强做中国人

的志气、骨气、底气，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

开拓进取服务社会，在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奋

进中描绘亮丽的青春底色。

  第二，博览群书、知行合一，是你们作为读

书人的责任。

  “人不读书，其犹夜行”。既是读书人，第一

要务自然是要把书读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你们

成长在网络时代，和世界的交互更加便利，获取

知识的途径也更加便捷。但不能满足于网络中

的碎片化信息，不能止步于“快餐式”的学习，要

克服浮躁之气，扎实系统地学理论、读经典、悟

情怀，分秒必争、孜孜不倦，静下心来反复研读

思考，让自己的知识体系更加全面、更加牢固，

才能为青春远航扬起前进的风帆。在学校苦练

内功、步入社会才能厚积薄发。

  相比当今人类知识更新的速度，研究生阶

段所能学到的知识远不能支撑你们的一生。我

们学习的目的不是把知识的篮子装满，而在于

把思想之灯点亮。希望你们经过在法大三年的

学习，能够不只关注当下，不只专注于自己的专

业知识和教科书，更要善于放眼未来、与时俱

进，放开眼界、博识广闻。

  在“读万卷书”的同时，更要“行万里路”。

要始终秉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理念，决不

能坐而论道，也不能脚不沾泥。希望你们既要

有“书卷气”，又要有“泥土气”，俯下身子、沉下

心去，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积极投身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勇当新时代民族复兴的

中流砥柱！

  第三，严谨治学、以苦为乐，是你们作为研

究生的责任。

  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在本科阶段，你们要

做的是积累知识、运用知识；在研究生阶段，你

们要学会反思传统知识，并尝试创造新的知识。

如果做研究只会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就永

远不会产生新的知识、开拓新的领域，更不可能

在大国竞争中牢牢把握创新的主导权。做研究

绝非朝夕之事，但需朝夕之功。做研究是一个相

对枯燥的过程，没有终南捷径，只有持之以恒。

在做研究的时候，切忌急于求成、浮躁功利，必

须日积跬步、躬行不辍，默默耕耘、追求真理，保

持强大定力和平常心，克服诱惑，静待从量变到

质变的涅槃。

  做研究绝非易事，需以苦为乐、苦中取乐。

相信你们对专业和研究方向的选择都是源自热

爱。如果你问几乎所有取得成就的专业人士成

功的秘诀时，共同的答案一定包括热爱。热爱，

是做真学问、真做学问的前提。唯有热爱，才能

够以苦为乐；唯有热爱，才能不为大千世界所

动，才能板凳坐得十年冷。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热爱可挡艰难时光。希望你们能够通过在学习

和钻研的过程中发现知识之美、专业之美，并且

享受学习、研究的过程。

  第四，锤炼品德、敢于担当，是你们作为青

年人的责任。

  品德，是人格之本，是无价之宝。品德的力

量，是最持久、最深沉的，也唯有这种力量，才

能让青年的人生底色更亮丽、人生理想更绚

烂。“德不孤，必有邻”。法大作为一所崇尚“厚

德”的大学，在校训中“厚德”也是排在第一位

的。你们立什么样的德，既是个人选择问题，更

彰显着你们这代法大人、这代青年人的胸怀与

境界，决定了整个国家和民族选择怎样的道

路、坚守怎样的价值、成就怎样的事业。在这个

走得太快、容易丢失灵魂的时代，希望你们让

自己的灵魂紧紧跟上前行的脚步，不断提高自

我修养，锤炼品德修为，努力做国民的表率和

社会的栋梁，在精神层面获得更持久、更深沉

的力量，坚定地前行。

  对于你们来说，既然选择了法大，便意味

着选择了责任、选择了担当，就要担负起重任，

直面挑战，敢于担当，不敷衍、不推脱，不苟且、

不逃避，哪怕这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磨难与艰

辛。今天的法大，依然在追梦路上努力奔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需要你们继

往开来，接续奋斗。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政法大学2021级研究

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什么是你的“责任”

□ 叶青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一个强者，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无

一不是通过一个个小目标的设定、实现、试错、

调整的循环往复来成就强大过程的。面向未来，

新一代华政人要瞄准三个目标：

  第一是以民族大义为立场，瞄准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成就专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成就。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

目标，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在这一过

程中，也涌现出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尤

其是少年英杰。如：华政的老院长雷经天，在南

宁组织学生运动担任学生联合会会长时只有

十五岁；解放战争时期被毛主席评价“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时也是

十五岁；公而忘私、英勇扑火的“最美奋斗者”

赖宁，牺牲时也是十五岁。今年华政2021级最年

轻的新生也是刚满十五岁。同样是十五岁的年

纪，所处时代不同，青年人身上的使命和任务

就不同。比起先烈们的勇猛果敢、不惧牺牲，年

轻一代青年人的主要历史使命已不再是抛头

颅、洒热血，而是要在新时代背景下把民族大

义的目标更加聚焦于以你所学服务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富强。

  法治是奠定国家善治的基石，青年是铸就

民族未来的希望。华政是社会主义政法大学，从

这里走出去的青年法治人才注定要成为建设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主力军”。华政千亩地，处处有英杰！希望大家

学习榜样，成为榜样！

  第二是以建设一流政法大学为己任，坚定

助力“双一流”目标，成就专属于华东政法大学

的成就。

  华政是历史悠久的法治人才培养阵地，经

过七十年风雨兼程的跋涉，在海派文化的熏染

下，在沧桑岁月的沉淀下，形成了“务实与包容”

的教育特色。“笃行致知，明德崇法”的校训是华

政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度凝练，也是学校历史文

化的生动写照，是华政人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

一代代华政人秉持着校训精神，聆听着韬奋楼

的钟声，俯瞰着奔流不息的苏州河水，在华政园

历史文物保护建筑和苏州河步道间徜徉、冥想，

在大草坪上、玉泊湖畔晨读、讨论，在窗明几净

的智慧教室里开启“法眼”、铸造“法魂”，这一切

的一切，怎能让我们不深爱华政，不笃信华政就

是我们心目中最美好的大学！

  今年也是华政“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这

个规划就是华政未来五年的阶段性目标。在这

五年时间里，华政要巩固上海市地方高水平大

学的建设基础，努力形成“法科一流、多科融合”

的建设格局，提升学校综合实力，成为卓越法治

人才和社会治理人才培养的领航院校。而这几

年，恰恰也是你们的在校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

华政缺了你们优质的学术论文、深刻的调研报

告、卓越的赛事表现，高质量的就业、升学去向，

那么上面这些目标就不能很好地实现。用一句

现在流行的话来讲，把华政建成“双一流”，需要

学校和学生的“双向奔赴”。

  第三是以梦想为动力，树立德法兼修的成

才目标，成就专属于自己的成就。

  人生成就其实就是在正确理想信念的指引

下，用一个个小目标的实现和调整逐渐积累起

来的。问大家一个问题，水滴石穿需要分几步？

我觉得至少分四步：

  一是必须有石头，而且有且仅有一块石头，

就是必须要有目标，目标的设置必须要聚焦。你

们的大学时光才刚刚开始，自由的学术氛围、自

主的学习节奏、自治的社区管理都会让你们拥

有更多的自主决定权。希望你们审慎使用每一

次自主决定的机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千万不要

觉得自己“头铁”就莽撞行事。希望你们区分好

愿景和目标，在已知的边界上探索未知，在能力

所及的范围之内选取和设定目标。

  二是石头的位置要摆放准确，就是所设置

的目标要正确。现在还有一些同学在追星，这个

我个人是不提倡的。具有深厚才学、品德高尚的

教授才是真正值得大家学习崇拜的人，华政有

那么多享誉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学术“爱豆”，

那么你们还去追逐饭圈文化、流量小生，去磕

CP，就真的是暴殄天物啦！

  三是要有持续不断的水流，就是要把目标

持续不断地付诸行动。商学院毕业生马国梁以

“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为目标，扎根南疆，深入

社区、村庄基层治理一线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他说过：“迷茫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勇敢地迈出

第一步，多尝试，然后坚定地向着你所决定的方

向前进。”希望你们向学长马国梁学习，脚踏实

地、步步为营，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四是水滴的落点要保持不变，就是实现目

标的路径不能“跑偏”。信仰松动，就会根基不

稳，忘记初心，就会脱靶偏靶。法治的人民性要

求未来的法治人才必须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

的正确人生目标，在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中严

格执法、公正司法，不忘初心，拒绝恣意妄为，心

境平和，防止煽风点火。

  愿你们接下来在华政的几年里能够时时瞄

准目标、不断实现目标，直至到达胜利的彼岸！

  （文章为作者在华东政法大学2021级新生

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瞄准三个目标 成就你的专属成就

□ 郝铁川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

  在刚刚结束的暑假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

问题，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饭圈中的“流量为

王”，挑战了我们一直坚信的“内容为王”原则。

在饭圈现象中，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把父母辛

辛苦苦挣来的钱去打榜追星。我们不应吝啬，但

如何花钱才最值得呢？

  相貌不能等同于偶像。有些内心龌龊、外表

漂亮的人，可能对你最具欺骗力；有些外貌丑

陋、内心善良的人，可能是你危难之时勇于救援

的人。《巴黎圣母院》中的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

多，独眼、驼背、腿瘸，上天似乎把一切丑陋都给

了他。但他心存善良，坚持正义，敢于背叛曾对

自己有恩、但却自私害人的副主教，挺身而出救

助正直的爱丝梅拉达。汪精卫曾被人们视为民

国的美男子，但最后成为大汉奸，被钉在了历史

的耻辱柱上。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应该成为我们热爱

的人呢？我相信，绝大多数年轻朋友和我一样，

把浓烈的家国情怀当作可爱的人的最重要的

标准。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在与宋庆龄的婚礼

上，送给宋庆龄的礼物是一支德国毛瑟手枪。他

说：“这把枪配了20颗子弹，19颗给敌人准备，最

后一颗是危急时留给自己的。”1922年6月，陈炯

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怀有身孕的宋

庆龄怕目标太大，坚决让孙中山先撤离，她说：

“中国可以没有我宋庆龄，但不可以没有你孙中

山。”宋庆龄在事变中流产，孙中山为宋庆龄写

下了情深意切的两句诗：“精诚无间同忧乐，笃

爱有缘共死生。”

  1927年8月，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深切

嘱咐妻子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坚持参加革命斗

争。杨开慧给丈夫送上草鞋，并要堂弟杨开明送

一程，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医生)。此后，

杨开慧独自带着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

争。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杨开慧参

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武装斗

争，坚持斗争整整3年。

  1930年，湖南军阀何健把对红军的仇恨发

泄到了杨开慧身上。他出了1000银元奖赏捉拿

杨开慧。这年10月24日，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

亲和孩子，不幸被密探发现、逮捕。刽子手要她

与毛泽东离婚，她坚决拒绝；要她脱党，她坚决

不干；问她：“毛泽东在哪里？”她昂首挺胸地回

答：“毛泽东在我心里！”“我死不足惜，惟愿润

之革命早日成功。”“牺牲我小，成功我大。”10

天后，年仅29岁的杨开慧英勇就义。毛泽东多

次深情地对人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我

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

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硕果仅存者，

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是中

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原因。虽然“人间正道是

沧桑”，但变中有不变，不变的就是祖先留给我

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不懈追求！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先辈留给我们的家国

情怀，如今遭受到了资本的冲击。正像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那样，资本具有

历史进步和腐蚀社会两重性。资本带来工厂，带

来税收和带来就业，这是它不容抹杀的历史进

步作用；但同时资本如果脱离法律和道德的约

束，就会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别

的联系了。

  我们尊重和保障人的每一项权利，但决不

超越法律设置的底线。我们既要为权利而斗争，

同时还要积极履行自己对国家、对社会、对家人

和对他人的义务。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奉

献？你也索取，我也索取，向谁索取？

  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出身于

富有的工商业大地主家庭，他号召农民起来进行

斗争，首先表示愿意拿出家产来支持农民。彭湃

回到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他说话，好像对着仇人

一样。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

对他都是恨之入骨。大哥也以分家相威胁，但彭

湃认定家里的财产都是从农民手中抢来的，应该

还给农民。堂兄代他领回了分得的田契，彭湃则

亲自将田契送到佃户家里，佃户们不敢接受，他

就请来许多佃户，当众烧毁了属于他的全部田

契。于是贫苦农民开始跟着彭湃闹革命，在海陆

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

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为民

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

梁。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往往是最平凡的人。

1922年出生的刘盛兰，他18年几乎没尝过肉味，

没添过一件新衣服，但却捐资助学10万多元，资

助了100多个学生。2014年2月10日，他获得了“感

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奖。颁奖词是：残年风烛，

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

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

命。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

应该思考答案。

  2016年1月16日，靠拾荒捐资助学20多年的

“感动中国”老人刘盛兰在山东烟台离世。他的

精神恰巧是我们法律人最应坚守的精神：关爱

社会困难群体，在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求学路

上，努力不让一个人掉队；他的精神又是我们法

律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像蜡烛那样燃烧了

自己，照亮了别人。

  （文章为作者在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

院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谁是最可爱的人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为促进后疫情时代上合组织国家司法交

流与合作、推动人才交往与法律经验交流，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简称中国-上合基地）于9月23

日至27日在线主办“上合组织国家国际青年法学人才训练营”。9月23

日下午，训练营开班典礼在中国-上合基地举行。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中国-上合基地办公室主任刘晓红表示，今年恰

逢上合组织成立二十周年，通过举办此次训练营，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青岛峰会和杜尚别峰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上合组织国家青年法律

人才搭建司法交流合作平台。希望参训学员们成为各国司法与执法领

域的先行者、法治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推动者和“上海精神”的继承者。

上合组织国家国际青年法学人才训练营

开班典礼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9月26日，以基层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

整合省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的民办研究机构——— 江苏苏禾

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院在苏州成立，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张新科，省政府参事徐惠民，省民政厅副厅长周恒新共同为研究

院揭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轶在随后举

行的首届苏禾社会治理论坛上进行了视频致辞。

  论坛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塑与效能提升”为主题，上海

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桑玉成，郑州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

长胡传平，江苏警官学院副院长薛宏伟，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崔永东，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

李刚，江苏苏禾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院特聘专家张跃进、何平等作了

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长江学

者王旭教授主持并作论坛总结发言。新华日报社副社长高坡在论坛

上致辞，苏州市相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管傲新作主旨报告，苏州

大学党委副书记邓敏，苏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蔡蔚，苏州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相城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王永章等参加了论坛活动。

  作为社会治理领域内的专业研究机构，苏禾社会治理现代化研

究院将以建设社会智库为目标，做到科学服务决策，研究适度超前，围绕

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这一主业，搭建创新成果发布和应用转化平台，整合

链接社会治理研究资源，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更大的功夫，在开展研讨和

学术交流上下更大的功夫，在决策咨询上下更大的功夫，多出“好点子”，多

献“好对策”，多出“好成果”，发挥社会智库在科学研究、咨询服务、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优势，为江苏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首届苏禾社会治理论坛在苏州举行

  本报讯 记者徐鹏 9月24日，青海民族大学与解放军西宁军事

法院在藏学楼二楼会议室举行“法治共建基地”签约暨揭牌仪式。解

放军西宁军事法院院长齐兰军，青海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维

胜出席并致辞。西宁军事法院第一、第二审判庭庭长，青海民族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长马成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法学院负责人、师

生代表参加仪式。仪式由马成俊主持。

  马维胜在致辞中对学校与军队之间的交流史进行了回顾，指出

学校是全国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在青藏高原乃至西北地

区具有较大影响力。他期望，双方建立起高层次的定期互访机制，以

合作协议内容为基本原则，每年具体落实几项合作内容，以成果导向

作为开展工作的内生力，力争多出高质量的研究硕果。

  齐兰军在致辞中介绍了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工作职能，表达了

与青海民族大学合作的强烈愿望，希望通过专业领域的合作，提升工

作水平，进而助力依法治军建设。同时，他还希望并欢迎青海民族大

学优秀毕业生加入解放军西宁军事法院。

  仪式上，双方签订了共建协议，并共同为“青海民族大学·解放军西宁

军事法院法治共建基地”揭牌。本次合作由解放军西宁军事法院发起，旨在

充分依托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与科研基础，以助力其更好

地开展各类法律实务工作，特别是在“法理斗争”“涉军维权”“军队法治教

育”等领域为其提供智力支撑。

青海民族大学与解放军西宁军事法院

“法治共建基地”揭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9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

概论》课程在昌平校区正式开讲，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为2021级

新生讲授第一课。

  课上，马怀德系统讲授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

和实践要求，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论述，并

围绕六个版块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十一个坚持”进行了系统讲解。

他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等方

面深刻回答了法学专业学生为什么需要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据悉，本门课程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开设，由党内法规研究所

负责课程建设，精心设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内容，并作为

2021年秋季学期专业必修课面向全校开设。

中国政法大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