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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法律与社会”高端论坛

暨第六届青藏高原法治论坛召开

法界动态

□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从你们入学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共享

作为人大法律人的光荣，也开始共担作为人大

法律人的责任。你们是在2021年来到中国人民

大学的，国家“双一流”首轮建设刚刚结束，第

二轮建设即将开启。借此机会，我想简短回顾

一下我们的首轮“一流学科”建设。

  2017年9月8日，人大法学院在国内率先成

立了回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法治

挑战的教学研究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未来

法治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法学院在首轮

“双一流”建设中获得佳绩，包含着未来法治研

究院各位同事的杰出贡献。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著名前辈宪法学

家，我们的许崇德先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建设的积极推动者”，获得“改革先

锋”荣誉称号，成为高等法学教育界唯一获此

殊荣的先生。

  2019年，新中国迎来70岁生日，著名前辈刑

法学家，我们的高铭暄先生获得了“人民教育

家”国家荣誉称号，成为中国法学界唯一获此

殊荣的先生。同样是在2019年，人大法学院于4

月23日率先成立了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

研究院。在首轮“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研究

院的同事们致力推动理论创新，潜心培育德才

兼备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取得了骄人成绩。

  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表

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伴随着这

部法典的颁布和实施，人们逐渐熟悉了为这部

法典编纂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中国法学“梦之

队”——— 人大民商法教学科研团队。同样是在

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于11月29日在综合性全

国重点大学中率先设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研

究中心，致力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学理化阐

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建构。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回顾过去，不是为了

沾沾自喜，而是为了开辟未来。人大法学院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

正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作为新时代人大法律

人，我们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就是

要和法学法律界的同道一起，重建我们这个国

家和民族在法律文明领域的自尊和自信。

  之所以要用“重建”，是因为我们曾经有

过！在人类的农业文明阶段，我们的先人们早

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

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

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

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当然还不只是法律文

明领域！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

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

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

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

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一

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

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中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

志，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寅恪

先生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

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他所描述的，就是

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在人类的农业文明阶段

所贡献的宋明理学，这是儒家思想的高峰，也

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冯友兰先生也说过，“儒家

成功地将精深的思想与渊博的学识结合起来。

朱熹就是儒家这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渊博

的学识，使其成为著名学者；他精深的思想，其

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

  变化发生在人类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

明的转型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中国人先是觉得在器物上不如别

人，所以有了“洋务运动”；后又觉得在制度上

不如别人，所以有了清末的“戊戌变法”；最后

觉得在文化上也不如别人，所以有了影响深远

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一阶段，中国也逐

渐从法律文明的输出国沦为法律文明的输入

国。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在文明领域的自尊和自

信跌落谷低的过程，更是一个伟大民族身处逆

境但不甘沉沦、奋力奋起的过程，饱含着压迫

与反抗，希望与挫折，奋斗与牺牲，鲜血和

热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人大法律人，当

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更应当明确自己的

使命和责任。我们应当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

立足中国实际，面对中国问题，传承中国文化，

发扬中国智慧，借鉴域外经验，提出中国方案，

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为重建我们这

个国家和民族在法律文明领域的自尊和自信，

作出独树一帜的贡献。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一直相信，如果

一个人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他一定会光明磊

落、心怀天下，而不会蝇营狗苟、自私自利；一

个人如果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他一定会以虽

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坚定向前，而不会在任何

的阻挠和非议中迷失自我；一个投身于伟大事

业的人，工作再平凡，也不平凡，个体再普通，

也不普通。

  重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在法律文明领域

的自尊和自信，不仅有赖于各位先生，接力棒更

要交到你们的手中。再微弱的烛光，也能照亮一

方天地；再微弱的呐喊，也能唤醒身边的几个

人。希望你们能够努力做得好一些，更好一些，

如果每个人大法律人都做得更好一些，我们就

会有一个更好的人大法学院；如果每个人大人

都做得更好一些，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人大；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做得更好一些，我们就会有

一个更好的中国；如果每个人都做得更好一些，

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21

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重建在法律文明领域的自尊和自信

□ 孔祥俊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在丹桂飘香的季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相

聚之时。你们来自四面八方，为共同的目标相

聚于凯原法学院，开启新的学习之旅。今后几

年，大家将在这里朝夕相处，教学相长，切磋琢

磨，砥砺前行，相信每位同学都会交上满意的

答卷。今后的几年，也将是你们人生至关重要

的几年。你们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激情四

溢，不妨对自己狠一点，在今后的几年铆足劲

儿，狠下功夫，为将来的人生打好根基。在此，

我提几点希望：

  一是要在“大”字上狠下功夫。能成为交大

学子，说明你们已经是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当

今时代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虽走上

了民族复兴之路，但道阻且长，任重道远。正如

国歌歌词，中华民族仍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国

家的未来，民族的复兴，将要寄托于你们这一

代身上。在美丽的校园中，你们看到的更多是

岁月静好，但外面的世界已风云变幻风大浪

急，各种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法学是经世治国

之学，法治事业方兴未艾。学院向来不甘人后，

已在积极布局，希望培养更多经世致用、安邦

定国的优秀人才。希望你们心忧天下，志存高

远，胸怀国家，放眼全球，成为立大志、干大事

和成大才的人。只有志存高远和目光远大，才

能忍所当忍和行所当行，忍屈伸和去细碎，不

功利和不浮躁；才能够有持久的动力和激情，

确保行稳致远。

  二是要在“德”字上狠下功夫。今后的几

年，将是你们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关键

塑造形成期，学院和你们必须在“德”字上狠

下功夫。作为合格的法律人，必须德法兼修和

德才兼备，学院在培养中将会德法并举，“德”

字当先，养你们的浩然正气。希望你们在“德”

字上狠下功夫，努力成为一个品德高尚、尚法

明德和高风亮节的法律人，成为一个能够明察

秋毫、明辨是非和践行公平正义的法律人。德

法并举首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

学院将全面加强主流价值观引导，强化习近平

法治思想教育，加强个人品德和职业道德的

养成。

  三是要在“定”字上狠下功夫。人生呈阶

段性发展，每个阶段都有其重点。当前你们

的人生阶段就是完成学业，多学习多积累，

勤学苦练，固本强基。虽然外面的世界很精

彩，但也很纷乱浮躁。“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世界上最快的捷径，是不

走捷径；世界上最高的回报，是脚踏实地；能

长久成功者，必然是长期主义者。”只有保持

“定”，才能够不走所谓的捷径，才能够脚踏

实地，才能够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才能够获得

持续的成功。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定下心来，脚

踏实地，笃志向学，不好高骛远。徐汇校区虽

然地处大都市的繁华闹市，但校园底蕴深厚，

庄严肃穆。学院楼体的设计以丛林为意向概

念，寓意是希望你在快节奏的、喧闹的、甚至

时有浮躁的都市中，始终能在学校里、在学院

的丛林掩映下，寻得一处僻静之所，也始终能

在心中留一方纯粹之地，只做学习一事。置

身于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校园氛围中，希

望你们能够目标专一，潜心向学，聚精会神，

始终保持定力，不为外界的纷扰所干扰，不

为各种欲望所诱惑，坚定不移，稳如磐石，淡

定自若，交上这一阶段的满意答卷，走好这

一段的人生之路。

  四是要在“新”字上狠下功夫。这是一个创

新的时代，各行各业都是“新”字当头。学院正

在开展教学培养体系、涉外法治人才、学科交

叉融合等方面的创新。作为新时代的学子，你

们要时刻注重学习新知识，驾驭新思维，掌握

新方法，探索新领域。你们不能满足于对冗繁

知识的肤浅掌握，不能满足于对成堆教科书的

完美背诵，而要更加注重提升思维能力，掌握

科学方法，提升考察复杂世界的眼光，培养解

决复杂问题的潜质和能力。

  五是要在“韧”字上狠下功夫。成就事业不

仅需要知识、智慧和能力，还要有坚韧不拔的

意志。要成为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尤其重要

的品质不仅是博学多识，还必须具备强大而持

久的意志力。同时，还要在“逆”字上狠下功夫。

无论是成就事业还是幸福生活，不仅要有智商

和情商，还要有逆商，即从容应对逆境的智慧

和能力。在你们漫长的人生中，既可能一帆风

顺，又可能屡遭挫折。成就越大，或许磨砺和挫

折越多。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是也。因此，你们不仅要提升智

力和能力，还要提升钝感力，有意培养从容面

对挫折和伤痛的能力。

  总之，希望在交大和法学院的熔炉里，能

够将你们锻造成胸怀祖国的人，道德高尚的

人，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法律信念、人文素养和

社会关怀的人，法律根底厚实的人，为国为民

经世致用的人。一言以蔽之，就是将你们培育

成全面发展的法律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希

望你们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努力践行时

代重托，肩负起交大法律人的责任。

  （文章为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笃志向学 行稳致远

与自己不同的人我们如何相处

  本报讯 记者徐鹏 10月9日，由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

委员会、青海民族大学主办，青海省法学会、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青

海省法学研究所、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承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

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青藏高原环境资源法学研究

基地协办的第十一届“法律与社会”高端论坛暨第六届青藏高原法治

论坛在青海民族大学举办。

  开幕式上，青海民族大学校长马维胜教授、青海省法学会常务

副会长田青敏及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赵旭东

教授分别致辞，希望通过此次论坛推进学术理论和学术成果进一

步交流，赋予青藏高原法治论坛鲜活生命力，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更大贡献。青海民族大学副校长马成俊

教授主持开幕式。

  本届论坛以“法律与社会”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二十

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西宁，围绕“法律与治理”“法律与秩序”论

题展开广泛而深刻的交流与探讨。

  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中国法学会法

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刘作翔、华东理工大学法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李

瑜青、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多杰、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

委员会副会长周尚君及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陈柏峰分别围绕“法律的生态依赖与习惯法研究的途径”“建立分种

类、多层次的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一个在中国西部创造的司法

审判方式——— 对马锡五审判实践的再思考”“宗教治理的‘二纬’法治

构建”“数字社会对权力机制的重新构造”及“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

治框架和纬度”六大主题进行了主旨发言。

  当日下午的会议就“法律与治理”“法律与秩序”热点问题，分两

个论坛同时展开研讨。

  分论坛讨论结束后，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白佩君主持了

闭幕式。分论坛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侯猛、中国政法大

学社会学院教授何珊君分别报告了讨论的主要学术成果，青海延辉

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延辉、第十二届论坛承办单位常州大学史良法学

院教授高国梁、赵旭东分别作了感谢、表态和总结发言，青海民族大

学法学院党委书记祁生贵致闭幕词，并对第十二届法治论坛寄予殷

切期望。

  与往届“青藏高原法治论坛”相比，本届论坛在论题和选题上都

进行了突破，有利于促使新生学术力量加入到法律社会学研究队伍

当中，把研究成果充分运用于教学实践、法律服务和法治宣传等方

面，不断丰富和发展教学新元素。

  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各专委，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海省司法厅领导，青海省律师行业代表，

青海民族大学科研管理处、研究生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负责人、

法学院全体教职工及所有研究生400余人参加了论坛。

  本报讯 记者黄洁 9月25日至26日，第四届计算法学国际论坛

在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楼举行。作为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系列智库

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届计算法学国际论坛聚焦“数据治理与法

律科技”，除开闭幕式外，包括以“数据治理与法律科技”为题的主论

坛、“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数据资产与数据流通”“智能合约与数字

货币”“法律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四个分论坛与作为特别环节的

青年论坛。

  开幕式由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

申卫星教授主持。他指出，计算法学是一门年轻的新兴交叉学科，尤

其要注重学科的未来发展与人才培养。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作开幕

致辞。他指出，在如今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新历史阶段，进一步深

化文科与理工科的交叉创新是应对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希望清华

大学法学院继续做强做实计算法学的平台服务能力，在学术研究、人

才培养等领域作出卓越贡献。

清华大学法学院举行

第四届计算法学国际论坛

  本报讯 记者赵志锋 10月10日，以“上下游凝心聚力，共商全

流域法治大计；左右岸协同推进，同保母亲河长治久安”为宗旨的首

届“黄河保护法治论坛”在甘肃政法大学明法讲堂召开。论坛由甘肃

政法大学和山东政法学院联合发起并共同主办，甘肃省法学会环境

与资源法学研究会、甘肃政法大学科研处、山东政法学院科研处、甘

肃政法大学环境法学院承办，甘肃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协办。

  甘肃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玉基在致辞中表示，“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为加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黄河全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改善和增进黄河流域人民群众福祉、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

供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和科学的遵循路径。黄河上中下游相关高等院

校专家学者围绕“黄河保护、治理、法治、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议题展

开协同研究，为打造“黄河保护治理法治研究共同体”奠定扎实基础，

全面推进黄河保护法治研究事业高质量发展。

首届“黄河保护法治论坛”

在甘肃政法大学召开

□ 王志强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因为受疫情影响和防疫要求，有一些同

学还未能到校，许多同学不能在现场参加开

学典礼。不过，无论境内境外、线上线下，从此

大家都会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复旦法律人。

来到复旦和法学院，你们一定满怀骄傲和成

就感，同时也会充满期待和好奇心。即使本科

已经就读于复旦和法学院的同学，也要面对

完全不同的学习阶段、进入新的班级群体。我

想和大家分享的不是学业问题，而是一个更

朴素的问题：面对可能与你如此不同的周边

人群，大家如何愉快地共处？

  从小处说，这个问题与你们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对于没有住校经历的同学，生性怕

冷的你可能要面对空调开到20摄氏度才能存

活的室友。从大处说，世界和中国所经历的变

局，阶层分化、思想多元，日益挑战、动摇、甚

至一定程度上已摧毁了大家此前习以为常的

许多共识，一言不合的互撕升级、退群散伙，

各种小船说翻就翻。个人如此，国家亦然。但

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作为一个个不同的群

体，毕竟是需要群居和合作的。我们如何相处

和自处？

  首先，我们需要学习和而不同。古人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有

修养的君子不必跟从附和他人的观点，会坚

持自己的立场，但他们能保持和谐开放的心

态，与他人融洽相处；而小人则会人云亦云、

比周附和，但根本上并不能和睦协调。更等

而 下 之 者 ，会 拉 帮 结 派、党 同 伐 异、恃 强

凌弱。

  在生活中，能够宽容的心态是一种气度

和能力，它不是无原则的绥靖退让，而是因为

有更大的视野和理想，通过求同存异来团结

他人和凝聚共识，成为生活中温润之君子、事

业上引领之楷模。大家要学习的法律，本身就

是一门谋求和而不同的学问，让人们通过辩

论表达观点，通过商谈达成共识，通过合议形

成规则，通过程序解决争议。这些过程都需要

我们有开放的心态、包容的立场，寻求规则之

治下的长续共存。我们在人类面临的许多共

同危机面前，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正

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总结。

  其次，我们需要学习换位思考。大家都知

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真正能实现并不容

易，因为这里的“己”，不是现在的你，而是设

身处地在对方的情境下你自己会有的状态。

当你臧否人物、指点是非的时候，你的身份、

地位和利益会深刻影响你的立场。时过境迁，

当你身处对方的状态下，你是否真的能做到

更好？理解来自想象力，更来自你的阅历和

努力。

  法学院的训练，会让你从任何一个简单

案件中，就不难看到作为检察官、当事人、辩

护人和法官等各方参与者有着怎样不同的视

角和心态，大家很快就能体验到换位思考的

必要性。你可能会感慨于庄周与惠施关于“子

非鱼”和“子非我”的无穷诘问，而关于人与人

之间能否实现共情，你有怎样的经验和体认？

大而言之，在中国崛起、世界变局的今天，我

们能否超越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感情，更多

地体会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多元？这其实还需

要我们不断积累经历和反躬自省。

  最后，我们还要学习恪守底线。最近，城

管执法摔伤老人、败诉当事人射杀律师，引起

舆情民愤，因为暴力是许多人不能容忍的底

线。那么，暴力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正当化？有

人说是法律。现在常说，法无禁止皆可为，法

律就是行为的底线。那么，只要不犯法，你真

的就会为所欲为了吗？

  基于本能、常识和各自的经历，其实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底线，也就是墨子说的百人百

义。那么，你是否赞同他倡导的“天子唯能一

同天下之义”？同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

化，底线的标准也并不相同。时空变迁、价值

对立的时候，一个族群的旷世英雄，可能是另

一个群体、另一个时代具有争议的反派，甚至

十恶不赦的罪人。那么，我们的价值底线究竟

是什么？为什么？又如何坚守？这些，我想正是

你们来到复旦和法学院需要勤学、慎思、明辨

和笃行的道理。

  你们已经开始的在复旦和法学院的生

活，是大家要面对和体验的一个新世界，你们

会面对许许多多与自己不同的人。和而不同、

换位思考和恪守底线的心态，有助于大家更

好地融入和体验这个新世界，也适应我们这

个充满变化和差异的时代。

  （文章为作者在复旦大学法学院2021级

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