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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历到经验， 从经验到理论，

这是一种有效的法律知识创生过程。

所以要有案例， 这是亲历之基； 然后

要有评析， 这是理性之始； 最后要有

方法， 这是知识之凝。 如果你对律师

的世界有好奇， 这本书会是很好的指

引， 帮助你触及这个从亲历、 经验到

理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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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亲历法庭： 民商事案件诉讼思维与代

理策略》 的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法律检索和

诉讼可视化两大诉讼法宝。 第二部分由十一

个案例构成， 以办案纪实的形式展示民商事

案件的若干诉讼思维与代理策略。 每篇内容

皆源于作者亲手办案形成的工作笔记和心

得， 其中一些案例还附有可视化图表， 以便

读者阅读和理解。 本书第三部分“案例评

析” 中的五个行政诉讼案件， 是作者在法

院实习时参与办理的以及做理论研究时所

重点关注的案件。 另附的五篇案例评析则

是作者以律师身份代理完案件后所写的评

析性文章， 类似本书第二部分的“解构法

点”。

【作者简介】

赵青航，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党支部书记， 兼任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规管与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律师》 杂

志特约评论员、 杭州市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先后求

学于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 浙江大学光华

法学院。 在最高人民法院、 多省高级人民法

院成功代理数十起民商事二审、 再审案件。

业余在大学从事法律教学逾五年。

已出版专著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制度

研究》 （浙江人民出版社） 和 《律师应是怎

样的人》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主编、 参编

书籍各三部， 在 《法制日报》 《人民政协

报》 《人民法院报》 《人民司法》 《民主与

法制》 《中国律师》 《中国社会组织》 等刊

物上发表逾百篇论文、 案例评析与办案纪

实。

曾在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编纂工作研究

小组参与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参与司法部“完善律师的

职责定位” 等多项涉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法》 修订与律师行业改革的课题。

【序言】

……

我做了近三十年律师， 深感办案是一门

艺术。 迄今为止， 我对办案这门艺术也只是

稍稍有一点感觉， 所以时常警悟自己这其中

的深不可测。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 把办案当

作一门艺术对待， 以自己的执着去追求艺术

的真谛。 我多次与青航分享办案艺术的心

得， 在此， 也与各位读者分享。

第一， 大处着眼， 小处入手。 要熟稔办

案这一艺术， 需懂得 " 从大处着眼， 从小处

入手 "。 律师接到一个案子时， 需对该案存

在哪几个法律关系， 性质如何， 效力又怎

样， 对委托人有哪些有利因素， 又有哪些不

利因素， 该收集什么证据， 该作什么调整，

从哪个环节突破， 提出什么诉讼请求， 从哪

个角度答辩等， 做出通盘的分析和考虑， 形

成宏观思路。 能否权衡利弊， 提出一个抓住

要害又切实可行的整体思路， 对当事人决定

是否委托你， 乃至最终能否打赢官司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 不少诉讼成败却由一

些细节决定。 因此， 既要有宏观思路、 整体

方案， 也要注重细节、 注意变化； 既不要使

自己的防线因某个细节考虑不够缜密而被对

方突破， 又要时刻捕捉、 抓住对方失误， 并

利用其展开攻击， 使之陷入被动。

第二， 夯实基础， 精进理论。 运用好办

案艺术， 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 尤其要掌握

法理学、 法律解释方法、 请求权基础分析法

等。 以请求权基础为例， 多年来它在我国未

受到重视。 自 1986 年 《民法通则》、 1991

年 《民事诉讼法》 颁布， 鲜有论著涉猎此课

题。 进入 21 世纪， 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

并出版不少专著和论文， 但是实务界的探索

少之又少， 仅 《要件审判九步法》 （邹碧华

所著， 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民商事裁

判方法》 （邹碧华、 许可、 王闯、 雷继平、

林海权所著，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等几

部高质量的著作具有代表性。 我从事律师实

务这些年， 深感请求权基础与司法实践密切

相关。 从事民商事法律服务的律师是必须要

熟练掌握请求权基础的运用方法的。

第三， 巧妙举证， 游刃有余。 巧用办案

艺术， 更需要掌握举证方法。 人们常说证据

是 " 诉讼之王 "， 这源于诉讼的核心在于查

明事实和适用法律， 而适用法律的前提是查

明事实， 查明事实的关键又在于能否有效举

证。 基于此， 律师要根据具体的个案确定：

选择什么举证方式才能说服法官； 举证责任

如何分配； 如何举证才能达到证明责任转移

的程度； 证据什么时候选择一次性出示……

民商事案件诉讼思维与代理策略

书 架

本书编写组

工人出版社
周怀谷 陈荣华 吴丹

科学出版社

金鹰、 金德聪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

定中心三位法医根据日常检验鉴

定和实验室运行管理经验编著而

成， 内容包括物证采集、 物证检

验、 实验室建设、 实验室规范四

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法医 DNA

实验室检验鉴定和运行管理方

法， 包括现场各类物证的采集、

DNA 提取 、PCR 扩增 、 电泳 、

DNA 检验结果的分析和应用等，

辅以知识点、 温馨提示和附录。

《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指导

手册》 详细解读工作场所性骚扰

的基本概念及类型， 阐释用人单

位应建立的制度机制、 工会组织

应发挥的作用， 分析点评实践案

例， 帮助职工了解用人单位的法

律义务和自身权益， 清楚识别性

骚扰 ， 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性骚

扰， 并参与、 促进、 监督用人单

位建立和执行消除工作场所性骚

扰制度机制。

针对第一版 《浙江省商品房

买卖合同示范文本》， 作者编写

本书 ， 对规范合同进行逐条解

释， 说明其设置的目的和用意，

分析其法律依据签约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具体事项， 加上必要的专

业术语解释， 便于买卖双方正确

理解、 沟通和签订合同， 实用性

很强。 同时还针对容易发生纠纷

的相关条款， 配置了生动的实践

案例， 增加了可读性和说服力。

《房屋买卖合同法律操作指导》 《法医 DNA实验室实用手册》《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指导手册》

B2 非常阅读 2020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三

《亲历法庭：民商事案件诉讼思维

与代理策略》

赵青航 著

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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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名有心的青年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