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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写给大众读者的法律普及读物

  《谈典看法：读点法律避点坑》是千万法律大V谈典看法写给

大众读者的法律普及读物。书中将真实案例与法律知识相结合，

通过分析案例涉及的法律观点和条文，培养读者的法律思维，从

而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法律对于我们的意义，在未来能够将法律

融入日常生活，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是一部真正看得懂、学得

会、用得上的法律指南。

  全书共涉及人身权利、刑事犯罪、劳资关系、消费者权益、婚

恋家庭、未成年人保护与学校教育6大方面，包含了基金热背后的

法律问题、杭州保姆纵火案、家暴、“校园贷”、酒店客人资料泄

露、粉丝“应援”送礼、女性单身生育等103个真实热门话题，从法

律角度带领我们客观分析生活中的事件，养成法律思维，并帮助

我们形成理性的、系统化的思维体系，提升看待问题的深度和广

度，做一个有思想、有格局、不盲从的人。

□ 刘峰 周海燕

  在我国古代，很早就设立了自然资源管理和

环境保护的机构。当初，舜接受尧的禅让，登上帝

位，在组阁的时候，任命伯益为自然资源与环境

保护部部长，官名叫“虞”。

  古人的环保意识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付诸

行动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低碳经济，坐言立行”，

而且行动非常坚决。鲁宣公的时候，他在河里的鱼

繁殖的时候撒网捕鱼，结果手下的一位大臣叫里

革的，撸起裤管，蹚水过去把网割破了，还振振有

词地教训了鲁宣公一通，说：“鸟兽孕育，鱼鳖长成

的时候，管理鸟兽的官员就禁止张网捕捉鸟兽，只

能下河去插鱼，做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保护鸟

兽；鸟兽长成，鱼鳖孕育的时候，就禁止撒网捕鱼，

只能布置陷阱捕捉野兽，这样做都是为了积蓄自

然资源。到山林里不能砍伐新枝，到草泽里不能割

嫩草，打鱼的时候不能捕小鱼，打猎的时候不能抓

小鹿，捕鸟的时候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抓虫子的时

候不能伤害幼虫。这些都是往圣先贤们的教导。”

  周代在管理农林牧副渔业的司徒下面设立了

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官职，具体负责自然资源的

开发与保护。林衡是山虞的属官；川衡是泽虞的属

官。秦汉的时候，改称少府，下面设有管苑囿的苑官、

管森林的林官、管湖泽的湖官等。唐代以后，设立了

虞衡司，不仅负责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还要管能源

供应（薪炭）、城市绿化（京城街巷种植）等事项。

  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方面，古代

也有很多建树。早在大禹当政的时候，就颁布了

春天封山、夏天休渔的禁令。3000年前，周文王攻

打一个叫崇国的诸侯国，在出征的时候下令：作

战的时候，不得砍伐树木、填埋水井。这是以军令

的形式保护资源和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崇尚法治，环保方

面的法律规范非常详细，例如春天，不得砍伐林

木，堵塞河道，不得烧草做肥料，不得采伐刚刚萌

芽的植物，不得捕猎幼兽、毒杀鱼鳖、设置陷阱和

网络捕捉鸟兽。当然，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如果有

意外死亡的人，需要制作棺木的，允许砍伐树木。

  秦国的法治残酷，违反以上禁令的处罚后果

相当严重。但是，其他诸侯国对于破坏自然资源

的行为同样是严刑峻法，绝不宽纵。《管子》中有

这样的记载：破坏封山的人，一律处死，没有任何

商量的余地；违反禁令，闯入禁区的，迈左脚砍左

脚，迈右脚砍右脚。现在，如果谁不自觉，把自己

家的炉灰、垃圾倒在街道上，最多是被城管或者

戴红袖箍的大妈说两句，打扫了就完了。可是，翻

开《韩非子》看看，准保你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干

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后代对于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行为虽然

不再动辄砍手、砍脚，但处罚较之现代仍然比较

严厉。在汉代的时候，汉宣帝曾专门下旨，首都周

边地区禁止在春夏时捅鸟巢、掏鸟蛋、用弹弓打

鸟。皇帝专门操心这种琐事，可见对生态资源保

护的重视。根据唐代的法律，滥伐林木的，以盗窃

论；不该烧荒的时候烧荒的，抽50鞭子；在墙上打

洞，将屎尿排到街道上的，打60板子。

  如今在讨论雾霾的时候，有人归咎于一些农

村地区的烧荒行为。烧荒破坏植被、污染空气，的

确有一定的危害，还容易酿成火灾。所以，在古代

就严格限定了烧荒的时间，南北朝的时候，北齐

的高洋规定只能在阴历十一月烧荒，其他时间严

格禁止，以免损伤昆虫草木；宋代规定，在阴历二

月初一至十月三十日禁止烧荒。

  现在，绿色环保组织、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

活跃，成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急先锋。

其实，在我国古代，几百年前就有这样的先驱。明

代有个叫李苏的动物学家，写过一本专著，叫《见

物》。在书中，他为动物的生命和尊严大声疾呼：

“猛兽吃人的时候，人们非常痛恨；可是人常年猎

食猛兽，猛兽又作何感想？如果它们有灵性的话，

恐怕也要把人视为禽兽吧！圣人说：‘看到禽兽鲜

活的样子，就不忍看它们死时的惨状；听到它们

的声音，就不忍吃它们的肉。’君子在享用万物的

时候，都要存一份感恩之心。猫啊，狗啊，要养就

养它一辈子；耕牛啊，战马啊，更不能轻易屠杀。”

  清代的郑板桥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诗意的文

章，呼吁尊重动物的自由和幸福。他说，想养鸟的

话，不如多多地种树，在房子周围种上几百棵，形成

一片茂密的树林，让它成为鸟的国度、鸟的家园。天

要亮的时候，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还在被窝里辗转

反侧，就听到一片清脆的鸟鸣，如同奏响了《云门》

《咸池》之曲。披上衣服起床，洗脸、漱口、喝茶，只见

百鸟五彩缤纷的羽毛，振翅翱翔，穿梭往来，目不暇

给，这绝不是一笼一鸟的乐趣可以比拟的。人生的

乐趣，就是以天地为苑囿养育飞禽走兽，以江汉为

池塘观赏游鱼，顺应自然，这才是至乐的境界。

  （文章节选自刘峰、周海燕《回到古代打官

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砍手砍脚打屁股
古人如何抓环保

史海钩沉

并购的逻辑及其中的商业原理

  《并购的逻辑：赢家必懂的40条商业原理》立足分享投行资深

人士的并购经验，揭示投融资背后隐藏的商业逻辑，专注于探讨微

观层面并购投融资的实操问题，作者以银行的视角，结合自身长期

的信贷审批工作实践，用巧妙的比喻和有趣的语言，以上篇“推开

并购之门”、中篇“走出并购之困”和下篇“解开并购之谜”三篇，分

享了54个精彩绝伦的案例，构建了一个适用于并购交易全流程操

作的专业框架。

  并购非常奇妙，也十分有趣。如果说投行业务是金融行业的皇

冠，那么并购则可誉为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并购是和风险、资本

打交道的行业，既专业神秘，又充满挑战，每一次交易都是崭新的

尝试，每一个项目都是全新的考验。本书面向投行等财经行业从业

人员、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有意从事并购、投行的在校学生；企业

管理人员、企业家以及对并购感兴趣的大众读者。

传奇法医深度披露案件细节

  《非自然死亡》是英国传奇法医理查德·谢泼德的首部回忆

录。谢泼德执业四十余年，参与调查国内外数千起非自然死亡案

件，检验超过两万三千具尸体，至今仍拥有国际声誉。

  本书记录了作者执业至今所经手的国际要案，讲述了案件

背后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书中详细呈现了一些颇受争议的案

件的始末，例如杀婴、种族主义谋杀、伪装成正当防卫的谋杀等。

作者运用专业知识与技术，找出证据，将凶手绳之以法，使无辜

者沉冤得雪。常年与死亡打交道，使作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煎

熬。但是，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忠实地传达死者的

微弱声音是法医的职责。

□ 殷啸虎

  王安石变法时，出于选拔人才的需要，对隶

属于国子监的太学进行了改革，制定了著名的

“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

并扩大了录取的人数，外舍生2000人，内舍300人，

上舍100人。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直接入学，而平

民子弟则需经考试合格入学。学生从外舍读起，

每季度考试一次，“岁终会其高下，书于籍，以俟复

试，参验而序进之”，考试优秀的升入上一等。上舍

生100人分为三等：上等直接授予官职，中等免礼部

试，直接参加殿试，下等免解，直接参加礼部试。因

此，太学成为科举选官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竞争

非常激烈，一些学生便通过贿赂太学官员，以期获

得好的成绩，得以升到上一等。“一时间轻薄诸生

矫饰言行，奔走于公卿之门若市矣”。轰动一时的

太学考试舞弊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太学生虞蕃击登

闻鼓，举报学官考试不公，说“太学讲官不公，校

试诸生，升补有私验”，并称“凡试而中上舍者，非

以势得，即以利进。孤寒才实者，例被黜落”。还揭

露了太学教学过程中的种种不规范的行为。据说

虞蕃是因为多次考试都不合格，未能晋升，故而

上书举报太学官员；但宋神宗收到举报后，觉得

事关重大，“疑程考有私”，便将此案交由开封府

审理。

  虞蕃在举报中，称京师富室郑居中、饶州进

士章公弼等，买通国子监直讲余中、王沇之，判国

子监事沈季长等，从而得以升补中上舍；并称参

知政事元绛之子元耆宁也曾走后门，“私荐其亲

知”。然而，时任开封府知府的许将并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虞蕃是为泄私愤滥行举

报。因此，不仅将那些被举报的人无罪释放，还把

虞蕃抓了起来，“抵之罪”。

  这样一来，反而把事情闹大了。宋神宗认为

其中必有猫儿腻，于次年二月下令将此案移送御

史台，由御史中丞蔡确及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

舒亶等会同审理。虞蕃又揭发说许将也曾向太学

官员推荐亲戚朋友，所以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

于是，蔡确下令将开封府知府许将，参知政事元

绛之子元耆宁，判国子监事沈季长、黄履，国子监

直讲余中、叶唐懿、叶涛、龚原、王沇之、沈铢等人

都逮捕下狱。元耆宁害怕入狱吃苦，承认曾请托

国子监直讲孙谔、叶唐懿，帮助其从孙元伯虎得

以升补为太学内舍生，并嘱托孙谔请求于判监黄

履。参知政事元绛情急之下，也上书说愿纳平生

职禄，请求不要将其子元耆宁投入大牢。宋神宗

法外开恩，同意御史去元绛府第审讯元耆宁。

  而其他官员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包括许将

在内，被投入御史台大牢后，“皆逮捕械系，令狱

卒与同寝处，饮食旋溷共为一室，设大盆于前，凡

羹饭饼胾举投其中，以杓混搅，分饲之如犬豕”，

而且还“久系不问”。结果，“幸而得问，无一事不

承”。元绛因此被免去参知政事，出任亳州知州；

其子元耆宁被判罚金。而御史中丞蔡确则升任参

知政事。

  元绛虽被罢免，但案件并未了结。继任的权御

史中丞李定继续负责审理此案。李定就是曾主审

苏东坡“乌台诗案”的官员，在此案的审理中，他依

然秉持了其一贯的风格。而同审此案的御史舒亶
更是大肆株连，“凡辞语微及者，辄株连考竟，以多

为功”。宋神宗则认为这是御史台官员办事得力，

还下令予以嘉奖：“诏御史推劾太学欺弊事近半年

余，司狱昼夜劳苦，其令元勘官保明，量与酬奖。”

  在如此严厉的审讯下，被控的太学官员和学

生纷纷招供。由于此案的牵涉面广、牵连人数众

多，因此御史台官员根据案情及职务的不同，分

批进行处理。第一批被处理的主要是受贿舞弊的

国子监官员，包括国子监直讲龚原、沈铢、叶涛等

人，他们都是接受了太学生张育的贿赂以及直讲

王沇之的请托，将原本不合格的张育升为上舍

生。龚原被追一官，勒停（相当于徒刑），沈铢和叶

涛各罚铜十斤（折抵杖一百），免去现职。

  第二批被处理的主要是原先审理此案失职

的开封府和国子监的官员，包括原开封府知府许

将、录事参军李君卿、士曹参军蔡洵，以及国子监

丞王愈等。许将被免去翰林学士和开封府知府，

贬为蕲州知州；其余人或免官，或罚铜。

  第三批被处理的是受到牵连、管理失职的国

子监官员，包括国子监的长官沈季长和黄履等，

他们也都被免去现职。

  最后处理的则是被虞蕃所举报的国子监官

员王沇之、余中等。王沇之接受太学生章公舱贿

赂，补上舍不以实，依法当徒二年，被判除名，永

不收叙；余中追一官，勒停（一说亦被除名）；而行

贿的太学生则“坐决杖编管者数十”“非理而死者

不可胜数”。

  虽然此案与同时期发生的一些大案一样，有

着特殊的政治背景，不少官员认为是蔡确等人借

题发挥制造的一起冤案。但如果撇开案件以外的

因素，仅就案件本身而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此案审理的一些值得注意之处：

  首先，御史台在接收案件之后，立即作出规

定，包括主审官员在内的所有御史一律“不许接

见宾客”，这对保证御史台独立公正办案，无疑是

非常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规定是御史台

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北

宋时期御史台的办案风格。

  其次，御史台接手案件的审理后，为了提高

案件审理的效率，留用了一些开封府原先办理此

案的官吏，但由于开封府知府许将是案件的当事

人，为了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朝廷暂时停止了

许将的职务，另行委派知制诰钱藻代理开封府知

府之职，史称钱藻“居官独立守绳墨”。这样的安

排，对于排除干扰、公正办案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尽管这一案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因

素，但对于整肃太学风气、严肃考试纪律无疑是

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时人评价说：经此案后，

“士子奔竞之风少挫矣”。

宋宋神神宗宗时时太太学学考考试试舞舞弊弊案案

□ 刘晓红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你们开学报到时的

画面还历历在目，转眼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抚今追昔，每一个人都百感交集、万般不舍。大

学四年，抑或研究生三年，佘山北麓，野马浜畔，

美丽的花园学府记录了你们的每一步成长。图

书馆里，留下了你们纵览古今、挑灯奋战的身

影；明德楼内，聚集了你们全神贯注、孜孜以求

的目光；运动场上，看到你们上下飞奔、纵横驰

骋；灋（法）字石旁，听到你们书声琅琅、琴瑟悠

扬。上政为你们搭建了成长的舞台，你们为上政

增添了青春的力量。

  在上政求学的日子里，你们亲历了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恢弘

时刻，见证了中国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历史壮举，目睹了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的胜利举办，也在最美好的大学时光遭遇

了疫情带来的种种挑战。特别是新一轮疫情的

暴发，影响了你们的就业求职，耽搁了你们的毕

业旅行，还有没能拍上的毕业照，没能吃上的散

伙饭，你们一定都为此感到遗憾。我想对你们

说，没关系，疫情终将过去，春天总会再来，今天

你们所失去的，明天必将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补

偿；我想对你们说，要坚强，艰难方显勇毅，磨砺

始得玉成，有了这样一次特殊的历练，你们定会

铸就更大的辉煌。

  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

国人民大学时寄语广大青年：“牢记党的教诲，

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

的最好成绩！”今天以后，你们就将奔赴新的赛

道，开启新的征程。即将离别之际，作为校长，我

想再叮嘱几句，期待你们在新的赛道上跑出加

速度，书写出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

  第一，青年最有朝气，希望你们不负韶华，

彰显昂扬风貌，淬炼过硬本领。青春虚度无所

成，白首衔悲亦何及。短短几年的上政时光，你

们如饥似渴学习知识，躬身实践提高能力，用勤

劳和汗水浇筑了最亮丽的青春图景。更多的你

们，在日积月累中增长了才干，在默默无闻中作

出了贡献。没有昂扬的斗志，成就人生的理想就

成为空谈；没有过硬的本领，担负时代的使命就

成为奢望。如果你是继续深造，希望你在未来更

加勤学善思、乐学好问，在求知中探索、在探索

中创新，努力取得人生的新进步；如果你是奔向

职场，希望你在今后更加脚踏实地、苦干实干，

在平凡的岗位上破茧成蝶、淬炼成钢，奋力开创

人生的新境界。

  第二，青年最敢担当，希望你们不负时代，

胸怀国之大者，勇扛复兴重任。青年的命运，始

终与时代紧密相连。曾经，一代又一代中国青

年无惧风雨，劈波斩浪，誓为真理和正义而战，

勇敢撑起了中国的脊梁；今天，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接过历史的交接棒，踔厉奋发，积极向上，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令我

们感到自豪的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上政青年

从未缺席，始终用行动展现担当。有的同学满

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义无反顾奔赴祖国

边疆；有的同学亮出“我是党员我先上”，自始

至终活跃在抗疫战场；更多的同学在默默坚

守，以特有的方式让青春飞扬。你们为上政增

添了光彩，汇成了国家前进的力量，向你们

致敬！

  生逢伟大时代，你们人生的黄金时期与复

兴伟业的历史进程完美契合，只有将个人奋斗

的“小目标”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的“大蓝图”，青

春的光谱才会更加广阔，青春的能量才能充分

迸发。希望你们时刻铭记民族复兴的使命，坚定

与时代同向同行的信心，在服务国家事业发展

中实现人生价值。

  第三，青年最具情怀，希望你们不负人民，

扎根中国大地，矢志拼搏进取。187年前，17岁的

卡尔·马克思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挥笔写下

了《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他表示：“人们

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

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青年人无论选择

什么职业，都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中去。

  心中有光，才能照亮前路；心中有爱，才能

所向披靡。高楼大厦里固然可以释放青春能量，

田间地头也能点亮你们的梦想。基层组织需要

你们播洒汗水，边远地区呼唤你们贡献才智，各

行各业等待你们大展身手，祖国的广袤大地处

处都是施展才华的舞台，处处都是成就事业的

热土。希望你们锤炼“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

一行”的耐心和恒心，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

非凡的成绩。

  （文章为作者在上海政法学院2022届学生毕

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在青春的赛道上跑出最好成绩

法律文化

毕业典礼致辞

全面阐述网络刑法基本原理

  《网络刑法原理》立足于网络刑法的理论学说、法律规范和司

法判例，充分借鉴了国内外以往研究的经验，搭建网络刑法体系。

全书共四编：在“实体刑法（总论）”编，对罪刑法定原则、法益、故

意、不作为、共犯等网络刑法总论的问题展开论述，展现了传统刑

法总论经典议题在网络刑法领域的独特性；在“实体刑法（分论）”

编，创造性地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类，并针对每种类型之下最为重

要的罪名，结合司法实践展开深入研究；在“程序法”编，对网络犯

罪的重要程序和电子证据的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在“管辖与国际合

作”编，对跨国网络犯罪的管辖权冲突以及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合

作展开论述。

  本书全面阐述了网络刑法的基本原理，为法科学生、司法实务

人员以及相关研究者描绘了网络刑法的整体性知识图景，填补了

网络刑法研究的学术空白，对推动我国网络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具

有开创性意义，也为我国网络刑法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融合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为治理网络犯罪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