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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图书馆何灵巧、郭培老师赴北京交流
2016 年 5 月 20-21 日，何灵巧、郭培老师应北大英华公司邀请，赴北京参加“‘互联网+法律’法律信
息应用、研究的变革与创新讨论会”，讨论在“互联网+”时代大背景下，法律信息的获取与应用、法学图
书馆应该如何发展。
参会代表从不同角度
出发，还探讨了在网络信息
时代下法 律信息 的获取与
应用、法律信息素养的教育、
最高院民 商事指 导性案例
司法事务 数据应 用情况等
问题。何老师就读者访问信
息汇总和 与会者 进行了讨
论，并就中美法律信息与图
书馆论坛 筹备工 作进行了
汇报，向与会人员发出诚挚
邀请。会议结束后，两位老
师与北京 法学会 法律图书
馆和法律信息研究会的有关老师，详细讨论了 2017 年中美会议的主题内容，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光华法学院图书馆

北京大学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精品图书展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精品图书展圆满结束

2016 年 5 月 30 日

2016 年 5 月 16 日-20 日，由图书馆举办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燕
大元照法律精品图书书展在之江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圆满结束。
此次书展共展出了 278 册中文图书，涵盖法学专著、法律实
务及人文社科各类精品图书。书展前，图书馆老师与北大出版社
工作人员就各细节进行了沟通，以确保为广大师生提供高质量的
图书。
该书展一大亮点是出版社别出心裁的赠书活动：师生将喜爱
的图书书名和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彩色的心愿卡上投入心愿盒，
在书展最后一天抽取其中 10 名幸运读者，出版社将把图书免费快
递到幸运读者的手中。
书展结束后，出版社将全部展出图书无偿捐赠给了图书馆。
此次书展，要特别感谢朱庆育老师的牵线塔桥，感谢朱老师对图
书馆建

设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慷慨捐赠。

光华法学院图书馆

学习法律文献检索 培养学术基本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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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2 日

9 至 6 月 3 日，光华法学院图书馆咨询顾问、华盛顿大学法学院(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图书馆技术部主任罗伟在之江校区图书馆 5 号楼多媒体教室开授“法律文献检索”课程。
2016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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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在浙大光华法学院开设多年，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
在 8 次课堂教学中，罗伟老师讲授了法律文献检索导论、中国法律文献检索、国际法律文献检索和外国
法律文献检索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检索路径、检索手段和检索技巧等不同角度，对法律文献检索进行深入浅
出的分析，对不同的资源特点进行介绍，对经典性著作的利用方法进行讲解。每节课结束后，罗老师都会布
置作业，检验同学们的学习效果。对于作业中不完善的地方给予详细的批注，让同学们真正了解法律检索的
精髓。
除了讲授文献检索课程，指导同学课后实践外，罗伟老师还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指导学生在不同水平
阶段应该阅读的书籍，以及不同类型的书籍应采取的阅读方法，其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感人至深。
在最后两次课堂，每位同学根据自己的论文题目和选择主题，结合上课心得进行汇报。丰富多彩的 PPT
展现了每位同学课程训练后的成果，体现了罗伟老师文献检索课程立竿见影的教学成效。
通过这门课，同学们基本掌握了中外主要国家基本法律文献的分类、信息资源及其检索技巧、法律文献
的引证注释标准以及中外主要法律数据库的试用。自开课以来，该课程广为学生推崇与喜爱，除了正式选课
的学生外，每节课都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旁听，极大地丰富了我院法学教育的内容。
该

光华法学院图书馆

互联网+时代 高校图书馆如何加强服务能力建设

2016 年 6 月 5 日

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
在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银川举行。17 日上午，以“图
书馆服务能力建设及用户信息素质培养”为主题的
分论坛举行，来自不同高校专家的精彩的报告引发
参会代表思考。
论坛上，来自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窦天芳
以《融入服务支撑体系，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为
题，结合国内外情况，提出图书馆两个层次的服务
内容。一是基础服务，即着眼于馆藏建设、提升图
书馆对全媒体馆藏资源的揭示能力及全网域资源发
现能力;方便师生快速获取学术资源。这是图书馆应
该坚守的基础服务。二是审时度势，要根据各自图
书馆的能力稳步提升服务。提升服务是一个探索的
过程，也是融入校园服务支撑体系的过程中与其他
角色不断磨合出定位的过程，最终体现的是校园服
务支撑体系下各部门的价值。
湖南大学图书馆馆长郑章飞教授以《互联网+时
代高校图书馆组织结构变革研究》为题作报告，认
为从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来看，组织结构模
式主要经历了三种模式：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互联网+时代图书馆管理的特点要求图书馆人变革
传统的思维定势——采用互联网思维。
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邵波教授认为互联网+时代下，图书馆的服务定位是服务于教、学、研活动;服务
于教师、学生;服务于大学建设目标;服务于文献保障的核心需求;服务于知识生产、保存、传播和利用。服
务的层次是坚守馆藏建设、夯实基础，不断创新，挖掘新型服务，提高竞争力。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中心主任洪跃通过对全国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现状调研分析，提
6 月 15-17 日，201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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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 2000-2014 年国内高校对在线素质教育平台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呈现出的却是一个缓慢上升的态势，
国内高校对于在线素质教育平台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尚需相当大程度的提高。
此外，美国 EBSCO 公司中国大陆首席代表蔡佳展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秀梅作为企业
代表出席并做了报告。
消息来源：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
http://www.sal.edu.cn/
出

“2016 美国图书馆现状”
美国图书馆现状”：转型，为满足读者技术需求

芝加哥的图书馆不仅要提供给人们它们现有的
资源，还要向人们展示出它们能为以及能和人们做
什么。受经济大衰退的影响，大学、学院以及公共
图书馆持续转变资源和服务以满足技术精英型读者
的需要。
ALA（美国图书馆协会）做的 2016 美国图书馆
的现状的报告详细描述了美国图书馆界过去一年的
变化及相关发展趋势，并于今天，2016 年 4 月 16
日美国图书馆周公布。报告指出各类图书馆重点增
加了在这五个领域的投入：教育、 就业、 创业、 授
权和参与。报告中引用的多个地方性和国家级研究
表明图书馆正在大力推进多元素养发展以及努力建
构数字化社会。
管理者们期待学校图书馆能帮助他们实现数
字化教育，引导多样性的在校学习活动，从而打造
公平、 互通和个性化的教学。获得资格认证的学校
图书馆员的价值在不断提高，他们能够有效帮助管
理者们和教师们找到各种教育资源，从而更好地服
务技术精英型的学生。例如 2010 年只有 35%的学校
图书馆员表示他们有获取数字资源的能力。到 2015 年，这一数字已增至 69%。图书馆员获取各种形式资源
的能力都有所提升，尤其是数据库、 电子书、 期刊、 视频和游戏。
图书馆继续为数字平等而奋斗。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经济水平较低人群不能平等地通过高速的互联网、
数字化工具或其他机会学习如何利用数字化资源。以至于他们在职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不能充分进行公
民参与或甚至提升个人学习和利益。
2016 年美国图书馆现状全文见 http://bit.ly/americas-libraries。
消息来源：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网
http://www.ala.or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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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员额制研究文献检索报告

陈喆
指导老师:罗伟（Wei Luo） 何灵巧
一、 引言（Introduction）
1

（一）主题摘要（Abstract）
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是法治对现代司法体制的必然要求，而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的重要
内容和前提条件。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法官员额制更是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对
于法官员额制，《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
暂住人口）、案件数量等基础数据”进行员额管理，合理编制法官的员额数是员额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本文
从中国法院的实际出发，主要从实证和比较的角度对当前影响我国法官员额制度建立的各种主要因素进行分
析和研究，并从中探求建立我国法官员额制度的有效途径，确定如何合理地确定法官的员额数。
运用比较法，列举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在法官选任制度、法官定额制度、法官辅助制度、
法官审判效率等方面的特点，对比分析了我国法官制度与国外法官制度之异同与优劣，提出外国法官制度对
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可借鉴之处。
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基层、中级法院及高级法院不同年龄层的法官进行深度访谈的方式，了解
我国法院实践运行的现状，以便更好地进行员额数的编制。
（二）关键词（Key Words）
关键词：法官员额制度、法官职业化、司法改革、诉讼程序、法官管理、法官重组、法官助理
Key words:System of specified-number-of-judge;the system for setting the numbers of
judges;professionization of judge;judicial reform; litigation procedure;management of
judge;rearrangement for judge group;judge assistant;judge’s occupation; professionalion of
judge;career judge;judical occupation
（三）检索思路（Thinking of Search）
根据法律文献课程中检索路径选择的纲要，在本次文献检索的路径选择结构中主要包括了中外文一次资
源以及二次资源。一次资源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由于本文涉及到的主题为法官员额制，实务中少
有因为法官的选任程序而引发诉讼的情况，因此缺乏相关的案例。基于此，对一次资源的检索主要集中于中
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的法官员额制相关方案，外文资料主要集中于美国法律
所规定的法官制度；二次资源主要包括图书、专著和学术文献。
（四）阅读对象（Object of Reading）
报告的阅读者可涵盖学生、律师、法官、学者、求职者以及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群。
二、 中国法律资源（Chinese Legal Sources）
（一）一次资源（Primary Sources）
检索路径：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以“法官”、“司法改革”、“法官助理”、“法院”等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同时兼顾百度搜索以作补充。
检索结果汇总：
1. 法律（Statues）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2001 年修订）第 2 条、第 50 条（【法宝引证码】CLI.1.35754）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36 条、第 39 条
2. 法律解释（Interpretion of Statues）
1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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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法宝引证码】 CLI.3.40696）
第二十五条：实行法官定额制度。在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审判工作量、辖区面积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
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在现有编制内，合理确定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员额。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
（六）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48.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健全法官助理、书记员、
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数量比例，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
机制，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
审判辅助人员结构。探索推动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制度。
49.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暂住人口）、案件数量、案件类
型等基础数据，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置、办案保障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四级
法院的法官员额。根据案件数量、人员结构的变化情况，完善法官员额的动态调节机制。科学设置法官员额
改革过渡方案，综合考虑审判业绩、业务能力、理论水平和法律工作经历等因素，确保优秀法官留在审判一
线。

.改革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
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任程序，确保品行端正、经验
丰富、专业水平较高的优秀法律人才成为法官人选，实现法官遴选机制与法定任免机制的有效衔接。健全初
任法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人民法院任职机
制。配合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改革，健全预备法官
训练制度。适当提高初任法官的任职年龄。建立上级法院法官
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的工作机制。完善将优秀律师、
法律学者，以及在立法、检察、执法等部门任职的专业法律人
才选任为法官的制度。健全法院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
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院人员互聘计划。
3. 地方规章
（1）《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上海将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
，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
理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三类：法官、
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
员。在上海的方案中，三类人员占队伍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33％、
52％和 15％，这样就确保了 85％的司法人力资源直接投入办案
50

工作。

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改革后，
法官、检察官主要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中择优选任。上级司法机关的法官、检察官主要从下级司法机关
中择优遴选。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法官、检察官也可以从优秀的律师、法律学者等专业人才中公开选拔或调
任。
（2）《中共广东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法宝引
证码】CLI.12.1023714）
做好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分别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法院、检察院人员分类管理体
系，健全审判、检察辅助人员管理机制。科学确定各类人员的员额比例和岗位职责，探索建立符合职业特点
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和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逐步建立与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相配套的
工资制度，探索延迟符合条件的法官、检察官退休年龄。
与此同时，实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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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次资源（Secondary Sources）
1.司法案例（Cases）
此次检索主题的理论性较强且是一个新颖的规定，因此通过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进行检索后国内方面未
找到相关案例。
2.法学评论文章及著作（Law Review Articles and books）
检索方式：cnki 中国知网，浙江大学图书馆 OPAC 系统。
（1）著作
谭世贵等：《中国法官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
田成有：《法官的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孙洪坤：《司法民主、公平正义与法官制度》，法律出版社（2012）。
李克主编：
《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
（2）学位论文
胡鹏：《当前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若干问题探析》，四川大学（2004）。
于建平：《试论法官员额制度》，山东大学（2006）。
（3）法学期刊
王静，李学尧，夏志阳：《如何编制法官员额——基于民事案件工作量的分类与测量》，《法制与社会
发展》2015 年第 2 期。
张太洲：《法官员额制的隐忧与出路 》，《人民法院报》2014 年 12 月 15 日第 2 版 。
李立新，刘方勇：
《我国法官职业化改革进程回顾与展望——以改革试点方法和模式为实证分析视角》，
《法学杂志》2010 年第 6 期。
方辉：
《中国法官员额配置的优化选择——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整合相关因素》，《第一资源》2010 年第
2 期。
许前飞：《关于建立中国法官定额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法学评论》2003 年第 3 期。
三、美国法律资源（American Legal Sources）
（一）一次资源（Primary Sources）
1.制定法（Statutes）
检索路径：搜索途径：Directory——U.S State Materials——Federal Statues——USCA——Judiciary
and Judical Procedure——Organization of Courts。还利用了其他办公网站来检索相关的法律规定，如
对密苏里州法律的检索就运用了 http://www.yourmissourijudge.org/中相关的内容。
由于美国法律有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两套系统，各州的规定各不相同，因此，只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州法律。
28 U.S.C.A.§1《美国法典》第 28 部第 1 条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consist of a 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ight associate justices, any six of whom shall constitute a quorum.
（翻译略）
U.S.C.A. Const. Art. II § 2, cl. 2《美国宪法》第 2 条第 2 款
He ...shall appoint... Judges of the supreme...
（翻译略）
28 U.S.C.A. § 44 《美国法典》第 28 部第 44 条
(a) The President shall appoint, by and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the Senate, circuit
judges for the several circuits as follow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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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its

Number of Judges

District of Columbia
11
First
6
Second
13
Third
14
Fourth
15
Fifth
17
Sixth
16
Seventh
11
Eighth
11
Ninth
29
Tenth
12
Eleventh
12
Federal
12
（翻译略）
MO CONST Art. 5 §15 密苏里州宪法第 5 条第 15 款
§ 25(a). Nonpartisan selection of judges--courts subject to plan--appointments to fill
vacancies
...
§ 25(b). Adoption of plan in other circuits--petitions and elections--form of petition and
ballots
...
§ 25(d). Nonpartisan judicial commissions--number, qualifications, selection and terms of
members--majority rule--reimbursement of expenses--rules of supreme court
...
（翻译略）
2.判例法（Cases）
分别利用每个法条下的 KEYCITE 功能和输入不同的关键词检索组合来寻找案例，但因为此次检索主题属
于法院内部管理，争议也不会涉及诉讼，因此未能找到合适的案例。
(二)美国二次文献
1．法学专著（Monographs）
检索路径：浙江大学图书馆 OPAC 系统。
（1）Daniel John Meador, American Courts (2rd edition),west group
本文介绍了美国法庭的相关情况，对美国的州法院系统以及联邦法院系统进行了介绍，同时介绍了一些
较为复杂的情形和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法院发展的趋势。
（2）Richard Davis，Electing Justice—fixing the supreme court nomination proc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本文对美国最高法院的选举情况进行了介绍，指出其弊端，并在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宪法改革层面
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如总统在提名最高法院法官时要避免因为特定的公共议题而提名。即便必须因为特定的
目的而提名也应当秘密进行，避免让公众知晓，如总统跟被提名的大法官访谈的过程要进行改变，避免在双
方相熟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共同访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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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评论（Journals & Law Reviews）
检索路径：主要利用 Westlaw 中法律法规页面的相关文献以及运用关键词在 Westlaw 中的 Westlaw world
journal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1）Matthew Madden,Anticipated Judicial Vacancies and the Power to Nominate,93 Va. L. Rev.
1135(2007).
本文论述了估算法官空缺的方式和任命法官的权力。
（ 2 ）FEDERAL BAR COUNCIL COMMITTEE ON SECOND CIRCUIT COURTS, The Processing of Judicial
Candidates:Why it Takes so Long and How it Could be shortened,128 F.R.D 143(1989).
本文对法官候选人的选人情况进行了论述，分析了其耗时过长的弊端以及如何缩减的建议。在提名候选
人至最终任命的整个环节中都有可能出现延误，如司法部审查简历这一环节中，就可能因为面试候选人时需
达成一致而耗费时间。在加快进程上，司法部可以给候选人进行问卷测试，以便尽早排除那些不合适的候选
2

人。

（3）Peter M. Shane, Who may discipline or remove federal judges? A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142 U.Pa.L.Rev. 209(1993).
本文从宪法层面论述了对于法官的惩罚和离职，论述了美国宪法中的惩罚条款。但惩罚条款中对法官如
何处理，是惩罚还是离职，由谁来决定的内容十分模糊。作者指出，要出台相应的决定来规范以上内容，以
有助于处理法官的惩罚问题以及回应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决定应当在规范处理法官问题的机构，而在因
为之后的论文会涉及到法官保障的问题，因此选择了这篇文章。
（4）Frank A. Kaufman, James E. Noland,Mary M. Schroeder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Of Appeals:
Reexamin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 After a Century Of Growth, 125 F.R.D. 523(1989).
本文不仅论述了美国上诉法院的发展过程，也对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可以作为比较研
究之用。

四、初步结论（Preliminary Conclusions）
本轮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即是实行法官员额制，给法官不同于普通公务员的选任渠道以及薪水保障
以保证法官能够真正实现独立裁判，进而实现司法职权的独立行使。然而，目前我国的法官员额制推行中遇
到了很多问题，既定的分配方案不一定合适，而我国各地区间的差异也给法官数量的确定带来了困难。通过
对美国联邦法律以及各州法律的检索以及对学者书籍文章的浏览可以发现，美国不同层级的法院配备的人数
并不相同，为法官提供了较为完善的职业保障。同时，对法官空缺等情况的处理也较为成熟，有更为民主的
选任法官程序，可以为我国提供参照。今后的研究要重点着眼于法官数量的确定以及法官的职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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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开放 大气包容——
大气包容——伯克利图书馆印象
——伯克利图书馆印象
巩固

1

知哪位大师曾云，看一个大学，首要看其图书馆。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作为久负盛名的百年名校，其学校图书馆外观之雄伟、内
藏之丰富自不在话下。该馆据说藏书 920 万册，为北美第四大图书馆，
仅次于国会、哈佛和耶鲁。每当经过门前那一排巨大石柱，穿过宽阔
的大理石门厅登堂入室，抚摸着被岁月打磨得精光滑溜的黄铜扶手、
踩着汉白玉阶梯拾级而上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屏息静气，
仿佛生怕打破了到处高悬的各路先贤的沉思，惊扰了书桌前作各种或
幸福或痛苦状的思考者的灵感。
气势恢宏的校图书馆大楼，与矗立旁侧的萨瑟塔作为该校经典地
标早已为公众熟知。鲜为人知的是，与平日的端庄肃穆、一本正经相
映成趣，已渐成伯克利“文化特色”的“BK 裸奔”正以此地为主场。每每想到平日里那些正襟危坐、自命不
凡的学霸们，此刻如初生婴孩般返璞归真、赤诚相见，呵呵傻笑着
任自己那天赐皮囊在先贤们幽怨的目光中热情奔放，大呼小叫地穿
越一排排书架，或许还要不时扶一下因兴奋过度而将甩脱的眼镜时，
总难免有点忍俊不禁，感慨万千。知识及其殿堂，或许未必只能令
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这莘莘学子的年轻肉体、躁动情绪和偶发
的乖张之举，在世事洞明的维纳斯看来，又何尝不是一种可爱？能
容此大俗行径之所，或许方为真正的大雅之堂。毕竟，通达、包容、
挥洒天性，才是知识的最终目的和至高境界。
除校图书总馆外，伯克利还有 20 余座专业图书馆散落于校园各
处，与法科生朝昔相伴的法学图书馆即为其中之一。
从外观上看，伯克利法学图书馆貌不惊人，甚至很容易被看“走眼”
。因为其并非单独建筑，而是躲在
雄伟的法学院大楼 Boalt Hall 之一角。除一个大阅览室位于二楼外，阅读室、复印室、书库等图书馆主体
部分均位于地下两层，仅露一楼梯口与外界相联，且紧邻学院最热闹的咖啡厅。熙熙攘攘之间，不悉内情者
往往忽略眼皮底下竟别有洞天。如此设计，颇有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
如同通常美国著名法学院的图书馆，伯克利法学图书馆的浩瀚文献、便捷设施、先进技术、周到服务，
自不待言。除此之外，对笔者来说，感受最深的是其构造、陈设、文化等形成的整体环境所传递出的那股大
气敞亮、简洁清爽、庄重严谨又不失活泼的浩然之气。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伯克利法学院的精神气质。
尽管图书馆主体部分位于地下，但由于天花板及部分墙壁为玻璃构造且入口之上再无建筑遮挡，阳光可
直射而入，故地下一层光线极好。
该层以入口楼梯为界划分的东
西两大阅览室，整体采用浅黄色
调，书桌、书柜均为米黄框架配
米白桌面，一排浅黄色皮沙发倚
墙而立，旁边立着白色碟型落地
台灯，淡雅、清爽。墙面是凹凸
不

1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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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灰白岩石，平添了几分粗犷之气。陈设稀疏，使不大的房间显得颇为宽敞。笔者以步踱量，23 步长、
15 步宽的一个房间仅放置了三排桌椅，各排之间以矮柜相隔，不挡视线，进一步增加了房间的开阔感。柜上
放置的盆栽绿植，错落有致、生机勃勃。在此间阅读，温馨、静谧之外，更有温暖敞亮、气定神闲之感。倦
怠、怅惘之时，倚坐沙发一角，抬头凝望下那透过玻璃天花板洒落进来的加州阳光，心情也不由得阳光起来。
不

于学院二楼的大阅览室也有类似“气场”。该阅览室为严整的长方形，长约 65 步，宽 20 步。房间主
色也为浅黄，其中三面封闭墙体为米黄橡木贴面，地板则以浅黄大理石为主，间或搭配浅棕条纹。另有一整
面墙面对二楼平台，该墙壁整体由极宽大的上下开合的银色百叶窗构成，采光极好但不刺眼，视觉上极其简
洁，并省却了传统窗帘垂饰之赘及来回开合之烦。银色窗体与由无数亮银方块构成的天花板无缝联接，形成
一片银色海洋，为整个房间增添了几分现代化气息。百叶窗之间则以米色长条贴木点缀间隔，与其余墙体及
大理石地面相呼应。
位

柜颜色略深，为典雅的红棕色。书柜仍为三层矮柜，摆放稀疏。书桌为极简约的长型桌，相当宽大，
桌体与书柜颜色雷同，桌面则为乳色花纹，显得洁净而不单调。桌上摆放着银色的碟蝶型台灯及蓝色的袖珍
风扇。房间中间位置对着二楼平台出口的是正方形排列的一组墨绿色拐角沙发，可供个人沉思、小憩。房间
长端两侧各有一组围圆几摆放的橘色休闲皮椅，可供小组讨论、交流。整个房间几乎没有任何饰物，只在短
边一侧的墙壁上悬挂着 Mc Enerney 的画像，另一侧墙上嵌着一个无框钟表。埋首苦读之间，偶尔抬头看看
时针无声的走动，颇有点光阴荏苒、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味道。
书

阅览室推门而出即为二楼平台，除花坛外，还摆放着好几套亮银质地的金属桌椅，是师生们聚会交
谈、放松休闲的好地方。由于伯克利校区整体位于山坡上，而法学院位于坡顶，故海拔较高，视野开阔，在
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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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可以看到海湾。风和日丽之时（几乎每天），依靠在平台长椅上，头顶蓝天白云，耳畔徐徐海风，远
眺海天一色和若隐若现的金门大桥，真有一种凭海临风、人生几何之感。

地下二层是书库及阅览区。该层由于没入地下，又是巨量藏书所在，风格更加沉稳持重。阅览区
墙面仍然延续灰白岩石结构，但由于光线变暗，使人有恍若置身岩洞之感。地面为深棕底大理石，间以无数
白点点缀。枣红色的长条书桌中以横格隔为两排，两侧读者相对而坐。每一横格中心处都竖立着一个黑色台
灯，华表状的灯架笔直挺立，一条细长灯臂从中贯穿，呈十字状交叉，灯臂两端各抓着一个半圆柱型灯罩，
远看犹如一架天平，似乎隐喻着该馆的法律主题。黑黝黝的台灯与咖啡面座椅的亮银扶手及底座相映衬，庄
重之余，还透出一种工业化气息。
书库几乎全部为巨大的白色铁皮移动书架所占据。这些书架密密麻麻、满满当当，犹如一个个铁皮罐头，
又如一堵堵城墙。由于藏书太多，为节约空间，各书架不得不紧紧依偎，取阅只能通过按钮分开两旁书架杀
出一条窄缝，颇有点在知识海洋里劈波斩浪之感。如有几个人同时在相近区域找书，就只能排队等候，依次
处理了。有些书摆放得太高，不得不借助凳子或梯子——真正的攀登书山。
就法学图书种类而言，笔者感觉，与我国以单个
学者自发撰写的纯理论著作为主不同的是，美国法律
文献中有大量由实务部门（如议会、司法部门、行政
机构）、社会团体（如行会、学会）或商业机构（如
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专题性系列文献，以环境法领域
为例，粗粗扫上几眼，就有 Grad, Treatise on
Environmental Law、Environmental Law Practice
Guide、Environmental Law &Practice: Compliance
Litigation Form、The Law of Hazardous Waste、
Brownfields Law and Practice 等诸多系列。这些文献既紧密联系实际，围绕立法、判例与事件，无空谈之
语；又高于实践，有全局视野和理论深度，对现实制度和实践做法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
体系庞大、内容浩瀚。可以说，一套文献精读下来，即使一个外行也能成为该领域的半个专家。不过这说来
容易做来难，因为信息量实在庞大。以前述 Brownfields Law and Practice（只是 98 年版）为例，其不过
是针对土壤污染法的实施，却有足足四大厚本，每本都如同《辞海》
，没有废寝忘食的一年半载功夫，根本
拿不下来。要知道，这只不过是污染法领域的一个小小问题而已。其动辄成千上万（美元）的价格也令人望
而却步。学习路径并不神秘，但偷不得懒，没有捷径可走，笔者对美国法学的这一粗浅印象在此再次得到印
证。而从“生产”角度来看，此类图书的编写，既需要一批既熟悉法律实践又有理论功底和深切关怀的高水
准法律人士，又需要良好的组织、沟通、资助、营销制度及体系，着实不易。美国法学的实践取向、法律职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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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共同体的无缝联接、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学术与商业的良好互动在此体现的淋淋尽致。其与我国一个
学者一本书，一本书穷尽一个领域的粗放型研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法治可以以什么指数来评价的话，
这恐怕也应当作为一个重要指标。
尽管该层以藏书为主，但整体氛围并不沉闷。该层入口处，两个阅读区之间的过道处有一个透明橱窗，
大大的 WELCOME 下面陈列着印有学院标志的橄榄球、奖杯、各类手工艺品等，展现着学子们丰富的日常生活。
阅览区墙壁上更是不时可见一些标有年代的纸片，每张从中分为两部分，左侧 “your side”下面是手写的
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右侧“our side”下面则是打印的回应文字，有的一旁还贴有“waiting to hear from
you”、“Still laughing after these years”等标语。原来，这就是伯克利法学院大名鼎鼎的“Zeb Uncle”。

9

伯克利法学院图书管理员 Robert Berring 向生分发纸条征集关于图书馆的意见和建议，意外
地收到许多关于人生意义、职业规划、法学院生活之类的问题，他以 Zeb Uncle 的名义作出解答，没想到获
得学生好评和欢迎，遂一发而不可收，几十年延续下来，已成为伯克利法学院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学生的问
题五花八门，如有学生担忧其女友只是因为其未来当律师的良好前景才爱他，有学生想知道如何成为一名大
学教授，甚至还有学生质疑区分男女厕所的合理性。对此，Zeb Uncle 都以幽默风趣、富有哲理的话语作出
妙答，并挑出一些年度经典问题贴在墙上与大家分享。这些妙趣横生的问答，使冷冰冰的书库增添了生活情
趣，也把高冷的法科生拉回到人间烟火。天马行空的问题背后，不同年代的法学青年形象跃然纸上，而几十
年下来，问题关注点的变化也生动折射出时代变迁及其对法学院的影响。相信这一角落早已成为法科生校园
记忆的一部分，尤其那些常泡图书馆的学霸们。
不过，说到伯克利法学精神的代表，那还得属该院杰出校友厄尔·沃伦（Earl Warren）
。没错，就是那
个有名的“沃伦法院”的沃伦。尽管校友中人才辈出，但伯克利法学图书馆几乎未有任何个人性纪念，惟沃
伦例外。图书馆地下一层与二层联接处楼梯口的整个墙面均为沃伦的纪念墙，张贴着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及
相应格言，摆放着他服兵役时用过的黑管，串联起这位伯克利优等生作为士兵、检察官、州长、副总统候选
人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传奇一生。
1 82 年，

再没有什么人能比沃伦更好地代表和诠释伯克利法学乃至整个加州大学的精神与贡献了。一方面，
沃伦是典型“土生土长”的伯克利学生、加州佬、西部人。其在伯克利政治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又在法学院取
得 JD 学位，职业生涯从伯克利所在的阿拉梅达郡的检察官起，历任加州司法总长、加州州长，在进入最高
法院之前一直在地方工作。但另一方面，其影响又是跨越性和革命性的。沃伦在 1942 年初任州长时还主要
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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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共和党支持，但竞选连任时不仅获共和党提名，还得到民主党和进步党推荐，未遇任何反对。在最高法
院首席大法官位置出现空缺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惜在参议院休会时动用“休会任命权”以使沃伦尽快就职。
同时，为消除可能的程序瑕疵与争议，确保沃伦想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总统又依正常的大法官任
免程序在沃伦已作为“首席”履职三个多月后向参议院补交申请。对于这一“先上车、后补票”
，颇有些“弄
权”意味的做法，参议院居然表现出破天荒的大度，仍以高票通过，而沃伦也举行了绝无仅有的第二次大法
官宣誓就职。可以说，沃伦是美国历史上少数可以跨越党派和地域，受到普
遍欢迎的政治家。
作为首席大法官，沃伦因发动改革而获“超级首席”之誉，其主导的“沃
伦法院”对美国司法及法秩序的改造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以判决
为支点对美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推进是其后任何一届最高法院所难望项背的，
那段激情飞扬的光辉岁月也成为法律人津津乐道、传颂至今的黄金时代。有
时忍不住去想，如果没有沃伦和沃伦法院，历史将会怎样？
沃伦的成就与伯克利法学院不无关系。正如其自述所言，“我确信我的
生活经历，包括早期那些经历，都对我推动的判决产生了重要影响——不是
故意如此，而是人性使然——法官思维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很难说，当
沃伦推动最高法院作出那些抵御强权、扶助弱者、追求平等、保障自由的重
要判决，展现对人类命运和文明提升的深切关怀时，哪段经历起到什么具体
作用。但伯克利法学院这种自由开放、大气包容的精神，及隐含其中的对“人/人性”的怜悯、信任和尊重
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来自“西部”的加州佬能产跨越性影响，推动的变革之举能在一
个崇尚保守、警惕革命的社会受到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
循此思路，似可进一步追问，如果没有伯克利法学院，又抑或沃伦不在此求学，历史将会怎样？这注定
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一个法学院所传递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其
影响学生的途径，也不仅仅是教学和课堂。至少对笔者而言，每次进入伯克利法学院，从沃伦冷峻、深邃的
目光下走过，都能够感受到一股振奋的力量。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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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hood Citizenship,
Governance and Policy: The
politics of becoming adult》

issue of international norm compliance from a
broad perspective. In view of China's role in shap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is book places the discuss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onfucian values.Why, and how,
do states obey international law? This engaging book
tackles this very question head on via its examination
of the conflicting and conciliating processes of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litigation and the Western
approach to legal orient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of
WTO rule implementation in a globalis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y further explore the n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s Confucian system, and how it
interacts with a rule-based world trading system.
Topics discussed include theorising the WTO
implementation regime,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law,
China and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and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compliance.
With its focu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is book will be accessible to
students, policy makers,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s
looking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the rule of law in a
global context
《Bentham's Theory of Law and
Public Opinion》

作者：Sana Nakata
出版社：Routledge
出版日期：2015 年 4 月
ISBN：9780415748452

简介：
Debates about children’s rights not only concern
those things that children have a right to have and
to do but also our broader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child within it.
This book examines children ’ s rights and
citizenship in the USA, UK and Australia and analyses
the policy, law and sociology that govern the
transition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By examining
existing debates on childhood citizenship, the author
pursues the claim that childhood is the most heavily
governed period of a liberal individual’s life, and
argues that childhood is an intensely monitored
period that involves a ‘politics of becoming adult’.
Drawing upon case studies from the USA, the UK and
Australia, this concept is used to critically analyse
debates and policy concerning children ’ s
citizenship, criminality, and sexuality. In doing so,
the book seeks to uncover what informs and limits how
we think about, talk about, and govern children’s
rights in liberal societies.
This book will be of interest to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political science, governance, social
policy, ethics, politics of childhood and public
policy.
内容

作者：Xiaobo Zhai ,Michael Quinn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4 年
ISBN：9780199568642

简介：
This collection represents the latest research from
leading scholars whose work has helped to frame our
understanding of Bentham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H.
L. A. Hart's Essays on Bentham. The authors explore
fundamental areas of Bentham's thought,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public
opinion; law and popular prejudices or manipulated
tastes; Bentham's methodology versus Hart's;
sovereignty and codification; and the language of
natural rights. Drawing on original manuscripts and
volume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the
chapters combine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es and offer new and more faithful
interpretations of Bentham's legal philosophy and its
development. As a coherent whole, the book challenges
the dominant understandings of Bentham among legal
philosophers and rescues him from some famous
mischaracterizations.
内容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TO
Implementation and China’s
Approach to Litigation in the
WTO》

作者：Yenkong Ngangjoh Hodu,Zhang Qi
出版社：Edward Elgar
出版日期：2016 年 1 月
ISBN：9781783473847

简介：
The concept of compliance with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 as par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s examined in this discerning book. Cognisance
of the key conceptual issues that continue to dominate
contemporary debates around rule-making i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this must-read text approaches the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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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and Regulation of
Payment Service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Law of Investment Treaties》
作者：Jeswald W. Salacuse
出版社：OUP Oxford
出版日期：2016 年 6 月
ISBN：9780198703976

作者：Bollen
出版社：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出版日期：2012 年
ISBN：9789041138187

简介：
The rapid growth in investment treaties has led
to a burgeoning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decisions that have applied and interpreted treaty
provisions in disputes between investors and states
concerning their respective rights. This flurry of
treaties and arbitral decisions has seen the creation
of a new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law of
investment claims. In this revised edition, Jeswald
Salacuse examines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specifically in relation to its origins,
structure, content, and effect, as well as their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nd investments,
and the governments that are parties to them.
Investment treaty law is a rapidly evolving field
and sinc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editio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has both
experienced considerable growth and generated
extensive controversy. 2011 saw the highest number of
new treaty-based arbitration filed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o date, and in
July 2014, the Yukos Universal Limited (Isle of Man)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ulminated with awards of
over US$50 billion; a historic record for any
arbitration. Controversy in this field has primarily
revolved around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 which as thus far involved at
least 98 states as respondents. Salacuse captures
these developments in this updated edition, examining
not only the significant growth in treaties, but the
trends that have followed,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cont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law of investment
treaties.
Specific topics include conditions for the entry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general standards of
treat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s; monetary
transfers; operational conditions; 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 dispossession and
compensation for losses; dispute settlement,
including negotiation,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nd judicial proceedings.

简介：
There is a widespread demand among businesses for
more convenient and reliable international payment
products, and inevitably this has led to calls for
more predictable and consistent regulation of these
products, especially in the light of such innovations
as online payments and ‘stored value’ cards.
Recognizing that recurring risks tend to be dealt with
in similar ways by most legal regimes, this study –
the first of its kind – draws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existing regimes
to develop an international model which incorporates
both the legal elements and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building his model, the author
addresse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in the law of
payment services:
Who bears the risk of unauthorised payments?
What must be done about claims of error?
When are payments completed so that they
discharge the underlying liability?
When can payments be reversed?
These issues are examined through in-depth
descriptions of payment facilities as regulated in
five key jurisdictions – Australia, the United
Kingdom, the European Union,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under the headings of scope,
licensing, disclosure,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liability, redres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The five
regimes are further measured against the key
harmonization project in this field,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edit Transfers. The discussion is
illustrated with analyses of leading cases and a
number of worked examples.
In summary, this very useful book synthesizes a
logical and useful package of regulatory measures
into a model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lessons
learnt in the regulation of payment services.
Businesses will warmly welcome the study’s
contribution toward reducing the cost of taking a
product to market across multiple jurisdictions.
Policymakers and legislators will find the task of
comparing the various approaches to payment services
regulation and analyzing their effectiveness greatly
facilitated.

内容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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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文化：法律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经
法律文化三人谈
论法学研究方法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接触与碰撞：16 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法律
木腿正义（增订版）
美国宪制政府
摩西与一神教
司法审查的起源
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谁在守望言论
美国革命的宪法观
法律的成长
隐私权
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
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
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
论剽窃
资本主义的失败
法官如何思考
论犯罪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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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体制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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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最
识形态：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
高法院与态度模型
文化政治哲
文化政治哲学
觉醒的自
觉醒的自我
的自我：解放的
解放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
美国联邦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
上诉法院的裁
判之道
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
美国司法体系
美国司法体系中的
体系中的最
中的最高法院
布莱克
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
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法律与社会指南
仇恨犯罪：刑法与身
仇恨犯罪：刑法与身份
：刑法与身份政治
女性的法律
女性的法律生活
的法律生活：
生活：构建一
构建一种女性主义
种女性主义
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
关系：网络经
网络经济学导论
美国囚犯
美国囚犯战
囚犯战争
贪污贿赂的
贪污贿赂的罪与罚
刑法体系
刑法体系与
体系与客观归责
观归责：中德刑法学者对话
：中德刑法学者对话
（二）
数字音乐之
数字音乐之道：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音乐
时代音乐著
音乐著作权许可模
式研究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
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
转型与刑法理
与刑法理论的
变迁
判例刑法教程（总则篇
刑法教程（总则篇）
则篇）
判例刑法教程（分则篇
刑法教程（分则篇）
分则篇）
刑罚伦理
民法时效
民法时效制度的理
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案例
论反思与案例研究
农民权利
民权利的公法保护
法保护
公证证明
公证证明标准与
标准与责任
刑事法律文书写作交互指引
刑事法律文书写作交互指引：以法官审判与
写作交互指引：以法官审判与
律师辩护
律师辩护为
辩护为视角

出版
时间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出版社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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