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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案中的法律智慧》 基于报纸

专栏， 用八卦故事的方法讲法律， 从

百余例重大案件中剖析西方法律精

髓。 百余例经典案例， 案情描述及分

析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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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名案中的法律智慧》 搜集了一百多个

英国和美国的案件， 包括三类： famous 

case， 在社会中有公众影响的案件； principal 

case， 具有典型意义， 可在大学课堂上讲授

的案件； leading case， 开拓法律“新世界”

的创新案件。 每个案件都有三个组成部分：

先描述案件事实， 点出关键情节； 再引

述法官判决， 重点呈现对法律原则和规则的

分析， 及如何运用法律智慧将抽象原则应用

于具体而复杂的案件； 最后是本书作者的评

析， 把具体案件与中西法律发展史和法律理

论结合起来， 指出其启示意义。

【内容简介】

徐爱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生于

1965 年 11 月， 法学博士， 曾就读于武汉大

学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大学

法学院。 其代表作有： 《思想史视野下的法

治现象》 《西方法律思想史》 《西法肄言》

《法史随想》 和 《英美侵权行为法学》。

【精彩书摘】

事件发生在 1975 年美国的北?罗来纳

州。

本案原告是一位 31 岁的男子， 他与被

告的女儿同居， 一起酗酒和吸大麻。 被告的

女儿是一个 17 岁的中学生。 经过长期的准

备， 被告于那年的 4 月 2 日终于将原告骗到

了该州某县的郊外。

确定了原告的身份后， 被告掏出手枪对

着原告的眼睛咆哮： “你小子终于出来了。”

四个面戴滑雪罩、 手持警棍的男人从后面冲

向了原告， 将原告打成半休克状态。 他们将

原告铐在农用机械上， 继续用警棍打他。 被

告挥舞着一把刀， 剪掉原告的头发， 威胁着

要将原告阉割掉。

在 4 到 5 轮的抽打间隙， 当着原告的

面， 被告和打手们商量要用投票的方式决

定： 是将原告杀死， 还是把他阉割掉？ 大约

2 个小时后， 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并停

止抽打原告。

被告告诉原告： 回家， 从家里的墙上拔

掉电话， 收拾好自己的衣服， 离开北?罗来

纳州； 否则就杀死他。 原告获释。

原告于 1978 年 3 月 31 日提起了诉讼，

指控被告的行为造成了他精神的痛苦。 他

说， 由于被告的行为， 他遭受了“严重的和

永久的心理和情感之创伤， 他的神经和神经

系统也遭到了实际的损害。” 他说他不能够

入睡， 总担心被杀， 慢性腹泻和牙龈不适，

不能够有效地工作， 每个月都损失 1000 美

元的收入。

原告没有提起殴打和威胁的诉讼， 因为

这两种诉讼的诉讼时效是 1 年。 当原告提出

诉讼的时候， 与案件发生的时间已相去近三

年。

鉴于精神赔偿诉讼的时效是 3 年， 原告

因此提起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 初审法院和

上诉审法院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 原告上

诉到了北?罗来纳州最高法院。

易克休姆大法官认为， 本案件是基于殴

打和威胁的精神损害案件。 他认为， 在北?

罗来纳州， 殴打和威胁遵循普通法的原则。

威胁是指对一个人作出暴力的表示但是并不

打他， 而殴打是指将这种威胁付诸于打击的

行动。 殴打诉讼所保护的利益是： 未得到允

许， 身体不受暴力故意侵犯的自由； 威胁诉

讼所保护的利益是： 免受伤害或者攻击之恐

惧的自由。

法官说， 对于殴打和威胁， 北?罗来纳

州和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的解释是一致的。

在威胁的侵权行为方面， 要使一个人承担威

胁的侵权行为责任， 就要求他使另外一个人

处于“即刻” 被打的恐惧之中。 言辞本身不

足以构成威胁， 只有伴随有其他行为或者条

件、 使他人有理由感到受伤害或者攻击恐惧

的时候， 言辞者才承担威胁的责任。

法官进一步援引法律重述的解释说，

“仅仅有言辞不构成威胁， 必须要有公开的

行为”。 威胁可能导致精神的伤害， 但是这

里的利益发生了变化， 精神赔偿诉讼所保护

的利益是免受情感痛苦的自由。 比如， A 是

一个果断而且做事不计后果的人， 他在一个

漆黑的夜晚威胁在偏僻之处将 B 半道扔下，

那么 A 对 B 不承担威胁的责任， 而应该因

其粗暴和轻率的行为承担精神损害的责任。

法官还引用了侵权行为法教授普洛塞的看

法， 得出的结论是： 被告将来如何如何的恫

吓， 不产生威胁的侵权行为责任， 而是故意

导致他人的精神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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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适合青少年阅读

的法律故事书。 它根据青少年

学生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

选取与青少年实际生活息息相

关的法律知识点， 以喜闻乐见

的故事形式展开案例， 用严谨

的法律依据剖析案例， 把枯燥

的法律变得 “有声有色”， 力

图让青少年在快乐阅读的同时

增强法律意识 、 提高法律素

养。

本书以民事诉讼新司法解

释为中心， 分析和比较不同诉

讼真实观之异同， 对学者关于

诉讼真实的论述及司法实践的

立场和判例进行了分析评价。

对于诉讼真实与诉讼结构的关

系， 进行了深度分析； 对诉讼

证明过程的必要手段———证据

调查、 自由心证的运用进行比

较法的归纳， 认为不同制度下

的证据运用具有共通规律。

本书共收录中国历代法律

典故二百三十一条， 时间跨度

自先秦至清末。 根据内容的不

同， 全书分为六编， 即： 法律

术语典故、 司法典故、 案例典

故、 刑罚典故、 法治人物典故

和法律成语典故。 各编均收录

了几十条法律典故， 详注其源

头出处， 简述其演变过程， 使

读者了解各典故的来龙去脉，

从而加深对它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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