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荐读

《何以法大》 （精装版）

黄进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推荐理由：

本书是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

长黄进教授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 在开学典礼、

毕业典礼以及其他一些场合的演讲集。 本书是作者在法

大十年的一份历史记忆、 一段思想历程、 更是法大这十

年的文化符号和集体智慧。 何以法大？ 本书将有助于读

者了解， 法大就在“法大” 自身追求卓越的法学教育；

法大就体现在中国人追求“法治天下” 的梦想； 法大还

体现在我们牢不可破的民主法治的信念和实实在在的生

活方式。

《国际私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构建》

刘仁山 著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推荐理由：

本书是刘仁山教授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实施问题研究” 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修改而成的。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在“一带一路” 以及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进程中， 以规范和保障国际民事交往为己任

的国际私法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 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书将有助于读者了解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实施中的涉

外民事关系认定、 “意思自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 以及

“直接适用的法” 等国际私法的基本问题； 有助于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本期推荐人： 王国华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首席专家、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记者 徐慧

由上海市法学会、 上海大学联合主办， 上海大

学法学院、 律舟法律援助社联合承办的第十四届

“金法槌杯” 模拟法庭大赛日前在上海大学举行。

上海市法学会党组副书记、 专职副会长施伟东、 上

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 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文学

国、 上海市法学会研究部主任、 《东方法学》 副主

编吴以扬出席开幕式。

同学们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展开激烈角逐， 上

海财经大学、 同济大学获得本科生场最佳审判组

奖， 南京师范大学获得研究生场最佳审判组奖。 上

海大学获得本科生场和研究生场最佳公诉组奖。 复

旦大学获得本科生场最佳辩护组奖， 上海交通大学

获得研究生场最佳辩护组奖。 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本

科生场最具人气学校奖， 中国矿业大学获得研究生

场最具人气学校奖。

参赛队员们在大赛中参与了法庭调查、 举证质

证、 法庭辩论、 法庭最后陈述、 合议庭审议等刑事

案件庭审的各个过程， 推进法科大学生更好地掌握

本专业的知识、 了解庭审模式、 培养法学思维和提

高理论水平， 展现了法科大学生对于法律问题的思

辨与钻研和法律人的理性与激情。 “金法槌杯” 模

拟法庭大赛由上海大学法学院创办,今后， 在上海

大学法学会和上海大学的支持和指导下， 大赛将面

向全国高校， 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人才培养， 进一步丰富形式和内容， 形成更多

的模拟法庭教学、 实践和研究成果， 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金法槌杯”模拟法庭大赛

在上海大学举行

编者按：

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对于法治

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也是高等法

学院校发展的生命线。 学术引领

学科发展， 学科发展推动学术研

究， 法学学科的建设也是社会建

设过程中的重要支撑。

自今日起， 本版开设 “重点

学科推介” 栏目， 立足上海法学

院校辐射全国， 介绍各法学院校

大力发展的重点学科情况， 以期

推动法学学科发展， 为法治社会

建设打好学术科研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法理学学科

名师才俊汇聚 学术成果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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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慧

在法学各二级学科中， 法理学是以整个法

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

象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 其研究的问题大多较

为宏观和抽象， 具有思辨性和前瞻性。 法理学

中所呈现的法学方法论和价值观， 为众多部门

法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框架支撑和指

导。 想要成为真正的法学家， 精通法理学已成

为不容置疑的必然要求。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法理学学科，

经过 28 年的发展， 以雄厚师资和科研能力为

突出特色， 在国内外法学研究领域都占据着颇

具分量的一席之地。

【发展背景】

以学术研究引领学科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的法学教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之初南洋公学时期的政治特班。 特班学生

中的佼佼者黄炎培先生， 围绕法理学中王朝兴

亡周期律的问题与革命领袖毛泽东进行了一次

意味深长的对话， 使民主化的社会诉求得以升

华为国家制度设计的理念。

1992 年，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教研室开设

了法学本科专业， 之后， 上海交通大学飞速发

展， 建设成立了法律系并于 2000 年获得了法

理学硕士授予点。 自此， 法理学科的发展正式

进入快车道。

2004 年， 著名法理学家郑成良教授出任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 他是学界公认的

“中国法理学三剑客” 之一， 在法律的本质和

作用、 法律的历史继承性、 法律的移植、 法治

模式和法学方法论等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了一

系列新颖之见， 引起法学界广泛重视。

2008 年， 法社会学著名学者季卫东教授

加盟交大法学院并出任院长， 他对法社会学、

比较法学、 审判制度和法律职业等方向的研究

有着突出贡献， 带领法理学科步入新的高度。

在任期间， 他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 特聘教授。

2011 年， 交大法学院法理学博士授予点

正式获批。 同时， 季卫东院长发起教育改革，

创立“三三制” 法科特班， 并广泛招揽海内外

法学学者加入交大法学院。 如今的凯原法学

院， 拥有一支力量雄厚， 结构合理的法理学师

资队伍。 在九位法理学科教师中， 分别有资深

教授两人， 特聘教授三人， 长聘教授与讲席教

授各一人。 以法理学科的雄厚师资和科研能力

为突出特色， 在国内外的法学研究领域占据着

不可动摇的地位。

【科研成果】

学术研究成果丰硕

在科研成果方面， 法理学学科取得了较为

丰硕的科研成果， 涉及多个国家级、 省部级奖

项， 获得科研立项成绩也较为突出。

就法学界公认的三大核心期刊 《中国社会

科学》 《中国法学》 与 《法学研究》 中共计发

文 31 篇。 此外，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法

理学学科教授累计在 CSSCI 核心期刊名录中

发表论文 500 余篇， 累计出版个人著作 70 余

部。

从科研获奖情况上来看， 各类获奖也较为

突出， 主要体现在本学科教授在国家级、 省部

级奖项中获得一等奖 20 余项， 涉及国家级的

教学成果奖， 教育部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 司法部的优秀教材与著作奖以及学界

影响力较为深远的钱端升基金会颁发的社科优

秀成果奖。

为进一步适应上海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需要设立的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

奖等。 有关科研项目立项方面， 截止目前累计

立项 60 余项， 重要项目主要包含： 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两项，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

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一项； 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三项， 最高院重大项目一

项， 上海市社科重大项目一项。

【学科特色】

研究领域广度与深度兼备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法理学学科汇聚

了众多优秀的资深法学家和青年法学学者， 科

研实力雄厚， 优势卓然。 同时， 学科涵盖的研

究方向十分广泛， 各位教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

独树一帜， 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和学术地位。

法理学科有着雄厚的师资队伍和卓越的研

究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法理学学术

带头人范进学教授表示， 在下一阶段的学科发

展规划中， 计划进一步整合学科内部的精锐研

究力量， 进行有针对性的突破性研究。 与此同

时， 法理学学科计划打造精品课程， 更好地满

足学生的学习要求， 并将开设更多相关的专业

课程， 与之配套适用于现今时代发展和社会背

景下的精品教材， 为未来科研力量的持续壮大

与法理学学科的更好发展而培养更多的年轻人

才。

正确打开民法典的方式———民法典第一课

主讲人： 申卫星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清

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时 间： 2020年 6月 16日 20:00-21:30

亲历民法典立法

主讲人： 周光权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 博士生导师、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时 间： 2020年 6月 16日 20:00-21:30

民法典对婚姻关系有哪些影响？

主讲人： 龙俊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清

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

时 间： 2020年 6月 23日 20:00-21:00

民法典如何保护隐私权与个人信息？

主讲人： 程啸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清华

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时 间： 2020年 7月 3日 20:00-21:00

民法典物权编确立了哪些新规则？

主讲人： 崔建远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 博士生导师、 第二届 “全国十大杰出

青年法学家”）

时 间： 2020年 7月 9日 20:00-21:00

民法典教你如何买房？

主讲人： 王洪亮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德

国弗莱堡大学法学博士）

时 间： 2020年 7月 16日 20:00-21:00

清华大学法学院推出民法典系列公益直播

重点学科推介

□记者 徐慧

记者日前获悉， 为切实推动民法典实

施、 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 履行清华

大学法学院的社会责任， 清华大学法学院

联合得到 APP 隆重推出民法典系列公益

直播活动， 为推动中国民法典的国民教育

贡献清华力量。

首批讲座自 6 月 16 日至 7 月 16 日连

续五周， 每周一场， 为法学专业人员、 法

学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从婚姻关系、 个

人隐私、 物权、 购房等多个角度带来权威

的民法典解读。

首场讲座于 6月 16日由申卫星教授、

周光权教授联袂开讲。

近期上海海警局在海上缉

私执法中查扣两艘涉案船舶 ，

经海警机关多方联系查找， 无

法联系到两艘船舶的所有人 。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海关总署打击非设

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讨会会

议纪要》 （署缉发 【2019】 210

号）， 特发布认领公告。 具体认

领涉案船舶：

船舶：

船名为： “畅通988” 船 、

“畅通668? 船。

请上述船舶所有人在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 持有

效证书及有关证明材料， 主动

与上海海警局联系认领。 逾期

未认领的， 我局将上述船舶依

法拍卖、 变卖后所得价款上缴

国库。

特此公告

联系人： 梁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

区江东路1239号

联系电话： 15000758022

上海海警局

2020年6月17日

认 领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