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人

工智能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研究

中心主任。 2009 年获选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和比较

法学。 主要著作有 《超近代的法》 《法治秩

序的建构》 《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 《宪政

新论》 《法律程序的意义》 等。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长江学者”

季卫东教授的随笔集， 忠实记录了作者三

十年法律生涯中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盼、

对法学教育和法制改革的精辟见解以及对

法制人物和事件的深刻反思。

本书收录的 55 篇随笔， 或是向法学

院同学发表的致辞， 或是对法学教育和法

律人物、 现象的思考， 许多篇章都是首次

公开出版发行， 展现了一位精读专业文

献、 深思学术问题的法学教授的另一副面

孔， 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新中国法律人对

法学教育和法制改革的求索精神和殷殷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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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编作者的学术随笔 55 篇， 分为

四辑， 大致从 2008 至 2020 年按成稿或发表

的时间排序。 这本随笔集从不同角度呈现了

作者归国后的心路历程， 其中不少篇章已见

诸报端， 但也有些文稿还是首次付梓。

2008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多米

诺效应， 引发了数百年一遇的世界大转型。

这种巨变折射到这一文集中， 就是从字里行

间渗透出来的忧患意识， 还有立足于现实的

反思理性。

【内容简介】

【精彩节选】

自秦代以降， 在漫长的帝制时代， 我国

建构了一种没有律师的法律秩序， 历朝历代

的政府对民间的“讼师” 活动从来就是严惩

不贷的。 但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 把为

当事人自由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律师定位成秩

序运作的枢纽。 其理由以及内在的逻辑关系

不妨概括如下： 要使法律规范真正具有效力

和权威， 必须调动个人运用法律的积极性。

实际上， 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当事人有动机

监督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公正与效率， 也有愿

望利用诉讼程序寻求救济。 在这里， 只有律

师才能化解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当事人

在动员法律手段方面的畏难情绪， 把对法律

实施的监督落到实处。

一般而言， 专业律师都精通制度、 程

序、 规范以及具体案情， 能够发现和识别在

规范灰色地带容易出现的“猫腻”， 因而通

过为当事人服务的执业活动本身就可以有效

防止在认定事实、 适用法律方面的瑕疵、 过

错以及枉法行径。 经过两造律师反复推敲、

挑衅、 反驳之后的案情和法理， 不会有太多

的漏洞可钻， 法官据此判决基本上可以办成

铁案。 由于辩论是公开举行的， 判决理由也

开放给专家和公众评析， 所以律师和法官互

相串通、 勾结的机会当会非常有限。 律师还

能通过法言法语表达当事人的利益诉求， 并

通过判决把个人的利益诉求转写到制度的文

本或框架里，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法律体系不

断精密化和不断变革， 同时也把各种矛盾和

纠纷纳入体制内的轨道进行稳妥处理。 在这

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 律师是现代法治精神

的主要担纲者， 也是法律实施的监督者。 非

常遗憾的是， 在中国， 包括政法界领导干部

在内的很多人并没有充分认清上述道理。 律

师为了客户的利益， 竭力寻找具体案件在事

实上的疑点、 规范上的纰漏、 程序上的瑕

疵、 逻辑上的困境、 技术上的弱项， 这正是

律师的本分， 也是职业道德 （体现为一种工

具性伦理） 的要求， 还是法律体系顺利运作

的驱动装置。

如果把这种代理和辩护看做不稳定因素

甚至敌对势力， 压抑律师为当事人维护合法

权利的执业活动， 强求律师站稳阶级立场、

顾全政治大局， 那就势必把很多律师的技术

性较真转化成激情化死磕， 逼得律师把法庭

内部的专业性抗辩延伸到外部环境， 诉诸舆

论支持、 诉诸街头行动。

当然， 律师除了忠实于客户之外， 还必

须忠实于法律。 但这种对法律的忠诚只能以

律师个人的诚实和善意来保证， 而不应该对

律师执业活动施加来自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管

制， 否则很难在客户与律师之间建立起必要

的互信关系。 即便当事人滥用了律师提供的

法律技术并逃避了法律制裁， 只要律师的确

没有参与恶意谋划， 就不必为此承担责任。

换言之， 现代法治国家在利害权衡之下， 不

要求律师承担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义务，

以培植当事人对律师辩护权以及整个法律体

制的信任和期待， 以鼓励律师放心地、 积极

地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法律服务。 只有这样

的制度安排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

生， 才能避免另一个聂树斌继续含冤却哭诉

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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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名家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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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法典翻译书，

主要对德国关于不动产规定的

四部法律的中文翻译。 作者为

法学博士，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 年

12 月通过 WSK （全国外语水

平）德文考试，成绩优秀。 2004

年获得江苏省留学基金资助。

2008 年 8 月-2009 年 9 月赴德

国汉堡马克斯·普郎克法学研

究所(MPI)访学，研修德国民法

和欧洲私法。 曾在《法学研究》

等刊物发表过学术论文。 专著

《大陆法系无权处分制度比较

研究》 获得第九届江苏省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

等奖 （2014 年度）。

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

和体现客观规律。 对科学立法

进行研究， 具有重大的学术价

值和应用价值。

本书分为以下十章：

第一章为科学立法的概

念； 第二章为科学立法的源流

和动因； 第三章为科学立法与

民主立法； 第四章为科学立法

与依法立法； 第五章为科学立

法与立法理念； 第六章为科学

立法与立法队伍建设； 第七章

为科学立法与立法体制； 第八

章为科学立法与立法程序； 第

九章为科学立法与立法技术和

方法； 第十章为科学立法与立

法监督。

本书进一步明确了司法人

工智能的总体方向， 对人工智

能持工具主义的定位、 强化司

法的主导性， 在充分研判司法

场景的基础上， 加强司法和技

术的合作， 强化司法需求的技

术导入、 强化技术应用的司法

支撑、 强化交叉人才的培养教

育。 根据以上分析框架和总体

方向， 通过对服务当事人和社

会公众、 法院管理、 司法审判

三大板块司法场景的系统梳理

总结， 对司法人工智能具体场

景应用的可能、 限度、 主要条

件和存在的不足等方面进行了

审视和考察， 并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极限与基线：

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之路》
《德国不动产关系法》《科学立法研究》

B2 非常阅读

《法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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