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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发展缩影

  《如何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是一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

发展40年的缩影，全书按研究生入学时间顺序编排，共收录了90

余篇文章。全书集合张明楷、陆晓光、齐文远、夏勇等91名来自五

湖四海的中南刑法学科校友，他们结合学习经历、人生经验、奋

斗历程，回忆当年在中南学习和生活的点滴。本书不仅仅是一本

40年风雨的回忆录，更是一本学习态度、治学方法和学术品格的

悉心传递，是一份人才培养录，是未来中南刑法研究生们如何学

习的“经验帖”。

  一湾碧波潋滟，一道钟声悠扬，于此经世济学、守望正义之作

付梓之际，为求不愧于治学育才之己任，祛刑法研习术势自珍之

魅。其中，张明楷、齐文远、夏勇、程红四位老师求学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期间聆听老先生们的授课、与恩师们的趣闻轶事点滴都汇览

于此，以飨正在奔赴法学圣殿的读者参存。

企业全周期运营法律问题入门

  《秒懂企业法》以讲故事的形式，生动形象地串联起常见的法

律问题，使生硬的法律变得活灵活现。具体而言，本书的内容涵盖

了公司法、外商投资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企业破产法

等涉及投资创业的主要法律及常用条文，尤其对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和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进行了重点介绍，力争全面覆

盖企业全周期管理运营。

  为了优化、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本书每个故事都配有萌趣插

画，使之与现实生活、工作场景更为贴合。无论对于一般的社会公

众还是打算投资创业的人士，本书都是一本优秀的入门读物。此

外，本书还可作为律师、公司法务人员等法律从业者快速、高效了

解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材料，也可以作为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公司

管理人员、会计等工作者的学习读物。

文娱圈艺人法律风险防范思路

  《文娱圈艺人法律风险防范手册》系行业内少有的以艺人为视

角、几乎囊括艺人全部从业领域而写就的风险防范手册，告知艺人

及其经纪公司/MCN机构、工作室如何“知险、降险、避险”，为文娱

行业投资者提供思路，促进文娱行业合规、多样性发展。本书采取

“串演故事+司法案例+图表数据”的方式，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

尽可能增加阅读性和趣味性。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媒介的发展，信息流通速度加快，越来越多

的艺人被公众用放大镜审视。如何规避职业中的各类法律风险，如

何维权，就成为艺人面前绕不过去的话题。与此同时，伴随着文娱

行业整体大洗牌的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随之发布且日趋成熟，

主管部门对整个文娱行业的执法力度亦愈加严厉。在国家加强对

文娱行业监管的大背景下，提高艺人的基本法律知识和风险意识，

了解相应的维权方法、留证手段势在必行。

讲述性与法律相互碰撞的历史

  《性与法律：从古希腊到二十一世纪》第一次完整讲述了“性”

与“法律”相互碰撞交织的漫长历史：一端是“性”文化在不同时

代的持续演化，另一端是“法律”对性行为和性表达的不断规范。

性观念的演进推动性行为与性表达的变化，滋生出新的法律问

题，而法律和法官对“性”的规制又激发起新一轮的观念对立与斗

争。从古希腊的远景一直延伸到当下的美国“罗伊诉韦德案”，书中

讲述了历史上一系列与性相关的重要人物、事件与判例，并配有60

余幅插图。

  自人类建立法律以来，“性”一直是法律力图规制的内容，婚

姻、避孕、堕胎、淫秽、同性性行为等议题在不同时代都曾引起激烈

的斗争。本书以古代性观念、性风俗为起点，又从美国建国之初的

立宪理念，讲到19世纪至21世纪美国性道德和性观念的演化，史诗

般地讲述了“性”与“法律”相互碰撞的精彩历程。

□ 李玉基 （甘肃政法大学校长）

  四年前，你们成为一名政法学子，开始了与

这个学校共同奋斗的岁月。如今你们以甘法大

学子的身份离开母校，在学校实现华丽转身的

同时，你们也由“学院生”变成了“大学生”，你们

与学校共同享受了发展的荣光。

  四年中，你们关注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发

展，我们共同为学校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取得而

奋斗，你们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勤于思考学术

问题，扎实开展实践锻炼，不断增长才干本领，

为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贡献着智慧和

力量。

  四年中，你们与疫情顽强搏斗。封校期间，

你们中的一些人积极承担防疫志愿服务工作，

学校每个角落都能看到你们忙碌穿梭的身影，

你们用坚强的意志、不灭的激情守护着甘法大

的安宁与祥和。

  四年中，我们共同纪念了“五四”运动100周

年，共同喜迎新中国70华诞，共同庆祝了建党100

周年，共同迎接建团100周年，尤为重要的是，作

为法科院校我们共同领悟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精神之光，并骄傲地成为这一重要思想的传播

者和践行者。

  你们的大学四年，弥足珍贵的有很多很多。

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你们的博大胸怀、

顽强意志、纪律意识、协作精神和自我管理能

力。我经常为你们的优秀品质所感动，甚至热泪

盈眶。前路漫漫，别情依依。在毕业临行前，我想

对你们再叮嘱几句。

  第一，希望你们初心不移，做阔步前进的孤

勇者。毕业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受疫情影

响，今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或许这就是生

活：尚未佩妥剑，转眼便江湖，但我坚信，历尽千

帆，你们归来仍少年。“00”后的你们拥有强烈的

自我意识，对未来职业规划也有一定方向。人生

的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不论你选择考编、升学

还是择业，追梦路上从来不是阳光明媚、充满鲜

花，而是风雨交加、荆棘遍布。走在追梦路上的

人都是孤独的，希望你们能保持初心，“对峙绝

望，不肯哭一场”，以自己的梦想，“致那黑夜中

的呜咽与怒吼”。当然也不要你们“用破烂的衣

裳，去堵命运的枪”，只需衣着得体、披星戴月、

风雨兼程后顶峰相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

论你们选择哪条路，都需要脚踏实地，秉持“崇

德明法，弘毅致公”校训精神，在实干中方显才

华，在奋斗中成就事业。

  第二，希望你们永葆朝气，做幸福生活的追

光者。何谓光？以我近60年的人生经验看，美好

生活便是光。那何谓美好生活？学子说是“春风

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老农说是“春种

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打工者说是“天生我材必

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要说，美好生活是

“芝兰茂千载，琴瑟乐百年”。教育的本质是让孩

子找到幸福，作为校长，我希望你们学有所成、

出人头地，但我更希望你们爱情甜蜜、家庭美

满，做一个幸福的人。好的伴侣好比两棵树，一

起经历风雨霹雳，一起共享流岚虹霓，不论何

时，永葆爱人的能力和被爱的自信。不管你是

“刘畊宏女孩”还是“王心凌男孩”，祝你们都能

找到一个值得去爱的人，享受“四季三餐两人一

辈子”的幸福。

  第三，希望你们敢于担当，做新时代奋进

的追梦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三新

一高”重大战略思想的时代考题已经列出，在

祖国广袤大地上，你们将来所有的艰苦努力、

所有的顽强拼搏、所有的不懈奋斗，都是躬身

书写的圆梦笔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

创造的实绩，都是你们矢志交出的答案。生逢

伟大时代是人生之幸，你们既面临建功立业的

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

代使命。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富有“家

国情怀、世界视野”的校友，勇于担负起时代的

使命，走向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走向基层和祖

国需要的地方。希望你们积极投身于伟大事业，

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为自觉追求，在平凡的岗

位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

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四，希望你们眼中有光，做国之栋梁的奋

斗者。奋斗是最美的底色，是最亮的光。希望你

们脚下有劲、心中有梦，树鸿鹄之志、怀报国之

心，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

人民事业，立志做国之栋梁，为祖国和人民贡献

青春和力量。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你们要

做行动派、实干家，把梦想付诸行动，哪怕遭遇

挫折和打击，也要一往无前、永不退缩。你们要

把奋斗作为信条，脚踏实地、勇毅前行。只要努

力奋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耀眼的星。让我

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用奋斗

之笔书写绚烂多彩的青春华章。

  （文章为作者在甘肃政法大学2022届学生毕

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追梦路上 你就是光

从沙滩红楼到小月河边

  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的北京大学旧址，

如今所留存下来的，大约也只有红楼了。这座建

于1916年、外墙为红色的四层大楼，因其在近现

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为世人所知。这里是新文化

运动的策源地。作为北京大学的老校舍，这里也

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在以后的年代里，沙滩红

楼周围的这一片区域逐渐扩展成为北京大学第

二个校址的沙滩校区。沙滩的老建筑，除了被列

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楼，其余的

大都改头换面，不知所在了。

  北京政法学院的成立，原是和北京大学有着

很大的关系。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综

合性大学大量减少，而单科性的专门学院数量剧

增。按钢铁、农林、医药、航空、法律等专业设立的

学院，大都和原来的综合性大学密切相关。北京

政法学院和北京大学即是如此。当时的北京大学

尽管还算得上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但工科基本被

剥离出来，法律系也被取消，并入新成立的北京

政法学院。其所属人员连同法学院院长钱端升

（北京大学法学院包括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

学系，政治学系在1952年之后被取消，经济学系则

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也跟随北京大学法律系落

户在这个单科性的“学院”。

  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的四所高校的人员中，

来自北京大学的人员是最多的。由此可以看出，

刚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一大半人是原来的北京

大学人。此外，在1952年年底学院正式成立的时

候，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可称为“北京政法学院”的

校舍。尽管在学院成立典礼举行的当日，即挂起

了由毛泽东题写的“北京政法学院”的牌匾。1952

年9月16日，教育部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提

交报告，建议暂将院址定于北京大学旧址——— 沙

滩，并预备第二年在北京西郊新建校舍。同年9月

27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就此报请政务院并

得到批准。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与北京大学、中央财经

学院三校共用沙滩校区。学院设有行政部门负责

协商北京大学原有财产的分配，同时进行宿舍、

教室、家具、文具等方面的规划。学院对接收的教

员宿舍、学生宿舍进行了粉刷修缮，安装了锅炉

等生活设施，分配了教室和桌椅，在“教学设备不

全，物资匮乏，尤其是师资短缺”的艰苦条件下，

北京政法学院的首批学员于1952年11月13日正

式上课了。

  北京政法学院正是在这里，开始了七十年艰

辛而坎坷的发展历程——— 正如中国的法治建设一

样，起起伏伏，但锲而不舍。然而，像这样共同使用

一个校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除管理上的不便之

外，归属感的缺乏则使学院和全院师生之间缺少

了紧密联系的外在条件。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

一家门，校舍的建设便成了建院初期的紧要任务。

  1953年2月，学院第五次院务会议讨论了有关

新校址的选择与建设问题。根据中央安排，新校址

选择在北京西北郊土城，即后来的海淀区学院路

41号，现在的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1953年7月1日，

新校舍开展兴建。1953年12月，新校舍初步建成，师

生陆续迁入。1954年1月26日，新校舍全部竣工；

1954年2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全部搬迁完成。

  学院路校区建成的时候，这个被称为“北京

政法学院”的新学校也仅有一号楼、二号楼、三

号楼，一个食堂，一个礼堂和一个联合楼。附近

就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元

大都遗址土城也在这里，但只剩下一些难以辨

认的土堆，如今在土堆较为明显的地方放置了

一块“元大都遗址公园”的石刻。在当时的北京，

这里已经算是郊区了，农民的庄稼地和地里的

粮食都近在眼前。尽管挂上了“北京政法学院”

牌匾，周围的大片荒地和坟丘还是会让新来者

心头一凉。

  全院863名师生员工就在蓟门烟树、土城和

庄稼地的包围中，迈出了开拓法学研究和法学教

育的坚实脚步，也开始了推进新中国民主法治的

征程。

  （文章节选自《法大凝眸：老照片背后的故

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图为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师生在红楼前集合参加国庆游行。

法律文化

□ 岳晋缘

  唐人笔记小说《广异记》所记载的冥判故事为

我们了解唐代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提

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这些冥判故事大多是作者

戴孚通过“田野调查”从普通民众的口中采访而

来。这些由普通民众所讲述传播的彼岸审判故事

同时也反映了传播者本人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观

念。笔者在此选取了冥判故事中最能反映唐代普

通民众法律观念的情节进行解读，重点对其司法

心态与司法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还原与反思。

  民众漠视司法与“吏-王”审判

模式

  在《广异记》的冥判故事中，冥界的审判程序相

较于俗世而言大大简化。俗世的四等官判案制度

除了在个别案例中有零星的反映外，其他案件所

反映的审判模式都可被视作“吏-王”审判模式。这

种审判模式的构设非常简单，胥吏将案件当事人

带至地府后便直接进入了由王主导的审判之中。

作者对于审判程序的简化或许是限于篇幅，或许

是认为这些审判程序本身就不太重要并不是其想

要表达的重点。但作者之所以如此简化审判程序

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他所听到的故事本身就是如

此，另一方面则是该书的受众可以接受这样的简

化。这种审判程序简化的背后所体现出的是作者

与受众对于这些程序并不在乎。在民间社会的普

通百姓甚至是普通官吏心中，他们不会也不需要

像司法官员一样洞悉法律与司法程序。他们所关

注的重点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吏”，“吏”所代表的

是直接管理他们的基层官吏，因为这些胥吏和他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不得不重视；另一个人便是

“王”，“王”象征着阳间的天子，是百姓心中最好奇、

最敬仰也最神秘的存在，他们相信天子是世上最为

正义与公正的存在。除此之外，他们并不在乎。总

之，故事中审判模式简化的背后所体现出的一方面

是俗世司法程序与百姓生活的关联性程度较低，另

一方面则是在此种漠视之下，百姓一旦进入司法程

序之后他们对于司法感受与认识多是陌生与无知。

  “人情案”被百姓视为维护正当

权利的救济途径

  “吏-王”审判模式透露出的实质是民众对司

法程序的漠视。因此，当他们一旦进入司法领域

时，他们对于司法的认知是陌生的，再加之司法实

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病。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后，很

快会使他们对于司法产生不信任感。陌生的司法

程序、满是弊病的司法环境以及内心强大的不信

任感，以上种种都迫使着民众向外界寻求救渡。而

这种救渡心理的具体表现就是民众希望自己的家

人或故旧能出现在司法组织当中，更希望他们能

够在司法审判中为自己做主。如：李彊友案。李彊
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彊友天宝末为剡县丞。上官

数日，有素所识屠者，诣门再拜。问其故，答曰：“因

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领过太山，见大郎作主

簿，因往陈诉。未合死至，蒙放得还。故来拜谢。”大

郎者，彊友也……后数日，彊友亲人死，得活，复云

被收至太山。太山有两主簿，一姓李，即彊友也；一

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若自论别，年尚未尽。

  李彊友案明确地彰显了百姓对于司法的不

信任，他们特别期望有亲友能在司法组织中出

现，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李彊友案中，屠户因

与彊友相识，彊友在冥判中依法（未合死至，蒙放

得还）将其放还。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彊友的亲

人依法本应被判还阳（年尚未尽）但却死在了另

一个主簿手下。

  此种人情案似乎不能归结为司法腐败。这些

案例所体现的一方面是百姓心中对于司法的不

信任，另一方面或许还想表达的是在司法过程中

百姓的正当权益真的难以得到保障。冥司基层小

吏无处不在的索贿、诈害行为已是一大例证。此

种人情案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民众渴望被

救济、权利被保障心态的反映。

总结与反思

  总之，漠视司法与人情案意识的产生是一

个互相作用的过程。百姓因漠视司法而对司法

制度、司法程序不了解，进一步导致对司法的不

信任。加之司法实践中的种种乱象实际侵害了

民众的合法权益，为人情意识的形成推波助澜。

哪怕是出于维护正当权益的考量，他们也更希

望有熟人能够在审判组织当中。因为一旦熟人

不在，他们便非常担心审判程序会乱来。李彊友

案便是最好的证明。百姓对于司法审判由不熟

悉转向不信任，因不信任而衍生了人情案，又正

是因为人情案而进一步加重了他们对司法的不

信任。

  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或是以儒家思想

为正统法律思想的统治阶级始终带有重“德”轻

“法”的治理心态。在儒家“无讼”思想的指导下，

道德宣传替代了法律宣传。各地长官进一步教

化他们治下的百姓远离诉讼，视官司纠纷为洪

水猛兽，须避之而不及。在解决社会纠纷道德调

解优先于司法诉讼的社会风气下，普通百姓一

生或许都不会和司法衙门产生交集，久而久之

便会产生漠视司法的心理进而引发人情案意识

的产生。

  唐人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了加强法治宣

传教育的必要性。在拉近法律与人民群众的

距离，真正让法律走进群众心里、走到群众身

边，实实在在为群众提供便捷的法律服务，真

正让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真正地用好

法律的同时，更应当坚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培养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

法律观。

冥判中的唐人法律观

法学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