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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蝉知识团队携手张承凤律师历

时 3 年

★ 采用系统、 精细的知识管理方法

打磨而成

★ 收录 20 多年执业经验真实案例与

评析

★ 倾力为家事律师提供业务实操的

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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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家事律师就该这么做： 十步诉讼流

程、 清单工作法与私人财富管理》 是成都法

蝉团队利用先进的清单工作法对于婚姻家事

案件实务进行的全新分析。 《家事律师就该

这么做： 十步诉讼流程、 清单工作法与私人

财富管理》 有三个亮点： 1.采用清单的工作

方法能够提高婚姻家事律师的工作效率， 避

免婚姻家事案件具有的特殊性导致的问题。

2.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婚姻家事案件十步诉讼

流程。 详细说明了流程的使用场景、 使用方

法。 3.对于私人财富管理提出了具有实践性

的产品方案，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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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婚姻法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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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前些年有部连续剧， 名字就叫 《离婚律

师》， 当时还很是火了一阵子， 也常常听到

律师同行们在聊天时提起。

记得也就是那会儿， 借着电视剧热播起

来的势头， 好些关注法律行业的微信公众号

也推出来不少文章， 讨论这部电视剧里哪里

穿帮啦、 哪里不符合实务的真实情况啦。 印

象特别深的是， 有一篇微信推文里是这么说

的， 中国哪有什么离婚律师， 还不都是什么

案子都办， 只不过经手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而

已。

早在 2006 年， 我就作出了要走专业化

执业道路的决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

离婚网的创办者柯直律师， 北上广一线城市

的杨晓林律师、 贾明军律师、 王芳律师、 谭

芳律师等人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 的确对

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找上门来的客户希望我为他们代理

各种各样的案件， 合同类的、 债权纠纷， 甚

至刑案， 五花八门。

因为各种案由涉及的门类很广， 有一些

的确是自己在实务中比较陌生的领域， 我做

起来也有些力不从心。 在确定了自己的执业

方向后， 我逐渐将这些案件推辞掉， 经办案

件的范围也慢慢聚焦到婚姻家事领域， 挂在

各家公司的顾问一职也在合约到期后向对方

表达了不再续约的意愿。 虽然那时“专业

化” 律师听起来还是挺新鲜陌生的， 但我当

时想得非常清楚， 对自己将来在职业规划上

的定位也看得很明白了， 既然决定要做专业

化的婚姻家事律师， 那就应当全身心地投入

这一领域中， 尽力做到最纯粹的程度。

以离婚争议为代表的婚姻家事纠纷可以

说是最为古老的一类纠纷了， 在个人之外，

家庭是最基本也是最早形成的社会单位。 而

在人类发展的文明史上， 家庭观念的形成也

必然先于早期人类对社会这一概念产生的认

识。

所以， 当我们说婚姻家事案件是法律行

业中最为基础的一类案件时， 我们的意思

是， 它的确具有某种传统性， 人类通过组建

家庭的方式繁衍抚育后代， 家庭生活中会滋

生出的矛盾就无法避免。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第一部 《宪法》 诞生于 1954 年，

而第一部 《婚姻法》 则早在 1950 年 5 月就

正式颁布了。 在商事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

的 《公司法》 《保险法》 等法律， 更是比

《婚姻法》 晚了几乎半个世纪才来到人们面

前。

让家事律师多点案源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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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冷静？ 呆萌热血？ 很

多人可能一辈子没有机会走进

法庭， 跟人打官司， 接触律师

和法官 （在某种意义上， 这或

许是一件好事）， 但在这个法

律无处不在的时代， 人人或多

或少都会对 “法官” 这个职业

群体充满猜测和想象。

在你的脑海中， 法官是什

么样子的？ 法官又应该是什么

样子的？ 希望这本充满泪目因

素和爆笑话题、 真实而有温度

的 、 小小的日本法庭实录手

记， 可以印证或者改观你对法

官的想象， 温暖你对司法与正

义的领悟。

从家庭生活到职场工作，

谎言充斥着人们的生活。 数据

显示， 每个人一生中大约要说

8 万个谎言， 而这些谎言将对

人们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谎

言不仅会改变人们的记忆、 思

维， 还决定着每个人的行为方

式。 本书作者通过对生物学、

神经科学、 心理学等领域多年

的研究， 提炼出了一套有效识

别谎言的法则， 并结合 71 个

真实的谎言事例， 为读者解答

说谎者是如何通过肢体动作掩

盖真相， 受骗者如何识别骗局

等问题， 帮助读者破解谎言圈

套。

这是一本从法律角度对金

庸武侠小说进行解读的书籍。

针对金庸 15 部武侠小说中精

选出的 54 个故事情节、 问题

困境， 从宪政学、 民商法学、

婚姻家庭 、 刑法学 、 程序法

学、 国家民族等六个方面， 展

开有针对性的法律分析与解

释、 论证， 视角新颖、 方法独

特， 内容引人入胜。

对金庸武侠小说中蕴含的

人文社会科学开展广泛涉猎和

细致梳理， 毫无意义是法学研

究领域细化和扩充的题中之

义。

《金庸武侠中的法律学》 《法官物语》《谎言心理学》

B2 非常阅读 2019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三

《家事律师就该这么做：十步诉讼流

程、清单工作法与私人财富管理》

张承凤，法蝉知识团队 著

法律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www.shfzb.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