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k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 Alumni 

北京大学研究生校友会第一次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 

哈佛大学法学院安守廉副教授访问法学院 

法学院陈兴良教授的论文在世界顶级 

刑法学杂志发表 

燕 园 生 物 志 

 



 

2013 年·总第 27 期 | 2 

 

 2013 

 

 

 

 

 

  

编委名单 

编委会主任 

  张 婕  李媛媛 

执行主编 

周亢   

编辑 

周亢 

美工 

周亢 

摄影 

吴尉泷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校友会 

联系方式 

地址： 

北京大学法学院校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871 

电话: 010—62755209 

传真: 010—62756542 

电子邮件：

pkulaw@pku.edu.cn 

 

新学期，新开始 

 终亍熬过了这个毫无建树的寒假，回家时放在箱子里的两本书被我原封丌

动地又带回到学校。 

刚刚放假的时候，一张对比假期预期状态和现实状态的漫画在某社交网站

上疯传。预期中的寒假，“我”埋头在一堆学术著作中辛勤耕耘，案头上除了

电脑，就是书；现实中的寒假，“我”眯着一双睡丌醒的眼睛瘫坐在电脑前，

桌上凌乱地摆着各种饮料、零食。这张图片被同学奉为经典，转发的同时丌忘

添上一句发自肺腑的评讳语：“躺枪……”。当然，这基本也是我放假在家的

写照。 

这样的假期状态持续久了，就会给人造成一种世界静止丌动的大错觉。当

回到工作岗位上，突然意识到“呀，我要给各位校友报告学院的最新动态”的

时候，我顿时感到一阵焦虑，生怕没有资讯发送给佝仧，亍是着急忙慌地到北

大新闻网和学院官网上搜罗消息。这个过程让我确认，世界还在正常运转，在

我仧彻底放松休息的时候，徆多人都在辛勤地工作，您仧肯定也在为各自的事

业奔忙，在没有《校友彔》的这段时间里，丌知道您仧的生活又有了哪些令人

惊喜的变化。 

新学期已经开始，学生仧又要踏上一段新的征途。学校是另一个和家完全

迥异的磁场，它把忚被假期磨没的智商极速提高到正常水平，回到校园前的那

段时光在我踏迚学校的那一刻被丢到火星上，热血青年要回归地球啦，《校友

彔》也将重新回到您的世界里！ 

在这个学期里，《校友彔》将继续为您奉上母校新鲜出炉的资讯，带您探

寻学院那些值得铭记的瞬间。我仧这个小小的编辑群会以最大的热忱，用这份

小小的杂志帮您保存最精彩、最温馨、最美好的燕园回忆。 

文/周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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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城市智慧出行研究 

总结协调会在北大召开 

1 月 16 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联合承担的 “十

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之课题“城市居民时空行为分析关键技术与智慧出行服

务应用示范”2012 年总结会及 2013 年协调会在北京大学逸夫二楼 3264 会议室举行。北

京大学柴彦威教授、吕斌教授、马修军副教授、刘瑜副教授、张天新副教授与清华大学

刘志林副教授、张永波博士，以及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的李春艳博士等课题组成员二

十多人与会。 

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柴彦威教授首先总结了 2012年度的课题进

展，并指出了三个亮点：课题启动、研究内容分解及实施方案论证，课题内部管理机制

和协同机制的建立；北京市上地地区示范区的确立，并完成基于移动定位设备和互联网

的居民出行调查；举办时空行为与智慧出行国际研讨会暨第七次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 

课题副组长、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马修军博士详细说明了 2012年的主要技

术成果，包括北京市上地智慧出行示范区的区域调查、北京市居民日常活动与交通出行

调查平台的建设、以移动定位设备和互联网为基础的居民日常行为调查技术的开发、处

理 GPS 轨迹缺失点和噪声点、匹配居民 GPS 轨迹与活动出行信息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北

京上地居民出行基础数据库的初步构建等。 

柴彦威教授部署了 2013年度的任务分工，强调要在城市居民时空行为模式挖掘与

决策分析以及基于居民时空行为分析的城市规划管理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课题组成

员就进一步加强课题内部的协调合作等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希望发挥多学科综合

的优势，基于个人时空行为分析的视角，研究智慧城市居民出行引导、交通规划管理与

城市空间优化的理论与方法，并建立面向智慧城市管理的城市居民智慧出行服务平台开

发，为缓解城市交通问题、提升我国城市化质量、推动国家“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技术

支撑。 

  



 

2013 年·总第 27 期 | 6 

 

 2013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为整合校友资源，搭建便捷、高效的校友交流平台，服务在校研究生发展需要，北

京大学研究生会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1月 19日下午在英杰交流中

心召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新权、中央宣传部老干部局书

记薛启亮、原中共中央党校成人教育学院院长孙鼎国、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九三

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岳庆平、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牛大勇、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

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中交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万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

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会副会长湛中乐、中共中央党校政

法教研部副主任赵虎吉等校友出席会议。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团委书记阮草在

会前亲切会见了与会的各位校友。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校友会秘书长魏文栋主持会

议。 

 

会议现场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陈新权首先代表历届研究生会校友致

开幕词。他以“永远的梦”和“温暖的家”概括自己的北大情结，并号召广大校友积极

感恩母校、回馈母校。随后，北京大学研究生会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表决通过了第一届

理事会成员名单、理事会章程及任免秘书长等相关决议，并就“研究生校友智库”、“研

究生职业导师计划”、“博士生服务团”、“研究生教育发展基金”和校友会会刊《研

立燕园》等工作的推进情况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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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交流讨论环节中，与会的理事各抒己见，围绕北大求学经历、研会工作经验

和就业后的人生感悟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理事们精彩的发言引发现场的阵阵掌声。中

央宣传部老干部局书记薛启亮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入北大的研究生，在校期间曾担任

北京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主席，他笑称回到母校感慨良多，忆起很多关于研会工作的旧

事。薛启亮认为过去三十年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这其间北大学者传承北大优良传

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以服务基层为使命的研究生会更应该积极协助学

校将广大研究生组织起来，全面发扬北大精神，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其后，理事们

回顾了研会工作中的经历感悟，并就校友会的组织定位、发展方向、工作机制、经费来

源等问题展开讨论。 

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完成了理事会内部组织的人员、制度架构，确定了未来一阶段

的工作重心，为广大校友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以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为契机，

在广大校友的关注和支持下，北京大学研究生会校友会在 2013年将全力推进、落实各

项工作，以实际工作诠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在新时期的应有之义，促

进校友交流沟通，助力校友持续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增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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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教授访问法学院 

1 月 24 日上午，张守文院长、汪建成、王锡锌副院长与到访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安守廉

（William P. Alford）教授亲切见面。安守廉教授是全球知名的中国法专家，早年毕业于

阿默斯特学院、剑桥、耶鲁、哈佛等大学，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和法律底蕴，在法治与发

展、国际经贸技术及 WTO、法律职业、法律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此外，他还以在扶

助残疾人事业中的突出贡献而蜚声海内外。目前，安守廉先生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 Henry L. 

Stimson 教授、主管研究生项目和国际法律研究的副院长、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张守文院长对安守廉教授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同其他老师一起从各个方面详细介绍

了我院的最新发展情况。安教授愉快地回忆起 1982 年他首次来北大读书访问时的情形及其

后与我院同仁的众多交往，作为北大法学院的老朋友，他始终对燕园怀有深厚感情，对我院

的发展高度关注。他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哈佛大学法学院在课程改革、国际合作、图书馆建设、

筹资规划等方面的尝试，对我院毕业生在哈佛求学的优异表现表达了赞赏。双方一致同意进

一步加强两院的联系和合作，并就院长互访的计划做出了安排。 

 

随后，在几位院长的陪同下，安守廉教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我院图书馆、模拟法庭、

法柱广场、法治与发展研究院。张骐、郭雳教授参加了当天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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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法律》杂志合作办刊协议签字仪式举行 

2013 年 2 月 4 日，中国科技法学会与北京大学法学院《科技与法律》杂志合作办刊协

议签字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段瑞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法

学院教授张平、易继明等出席。 

《科技与法律》杂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主管、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主办的综

合性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其立足于科技法学研究、科技法制建设和科技创新发展，是科

技界、法律界和产业界的重要战略联盟。它曾先后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与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CSSCI)扩展板核心期刊，是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领域开展学术交流和实务沟通的重

要信息平台。此次合作，双方希望借助各自之优势，即《科技与法律》一刊的研究平台与北

京大学法学院的强大学术团队和优质学术资源，开展深度合作，携手合力提升杂志学术品质，

扩大杂志学术影响力，促进科技法学会、杂志和学科建设的繁荣发展。 

 
段瑞春会长（左二）、张守文院长（右二）与张平教授（右一）在探讨中 

仪式上，段瑞春会长首先对北京大学在合作计划过程中表现出的诚意表示了感谢。他表

示：“北大法学院拥有许多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和中青年教学科研骨干，在法学研究的各个

领域都拥有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力量。在与科技相关的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等领域中，

北大的学术贡献更可谓独树一帜。《科技与法律》杂志的合作办刊一事，无论对于杂志本身

还是中国科技法学会，都激活了许多积极的发展因素，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喜事。”他坚信，

得益于北京大学得天独厚的学术氛围与其巨大的学术吸引力，《科技与法律》杂志定会拥有

更高的学术地位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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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平教授（左一）与易继明教授参与讨论 

张守文院长在致辞中说：“《科技与法律》杂志二十三年来，秉承“促进科技与法律互

动，服务学术与产业创新”的宗旨，把杂志办成了学术交流、管理实务、绩效展示的媒介和

平台，拥有了良好素质的读者群，社会知名度和成熟发行通路。此次双方带着各自的优势谋

求合作，实属强强联手，相信通过精诚合作，一定会让该杂志成为研究探讨国内外知识产权

法理论，传播国内外知识产权法信息，交流沟通知识产权法律实务的前沿阵地。” 

随后，双方领导和专家学者就《科技与法律》杂志合作办刊协议的一些焦点条款交换了

意见，并对合作内容、合作要求、出版发行、人员队伍建设和发展规划等条款友好地进行了

探讨。最后，段瑞春会长与张守文院长作为代表在协议上签字并盖章，为《科技与法律》一

刊的发展之路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双方代表段瑞春会长与张守文院长在合作办刊协议上签字 



 

2013 年·总第 27 期 | 12 

 

 2013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法学院院长一行访问法学院 

2013 年 2月 26 日下午，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法学院院长 Mary Anne Bobinski 教

授和副院长 Kari Streelasky 一行访问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北大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郭

雳教授和外事办公室主任李媛媛老师接待了来访人员。 

张守文院长向来访客人致以亲切问候，对两个学院间的长期协作关系给予了高度评价，

回顾了双方在各个领域的紧密合作，并期待双方在未来加强深入合作，特别是在学生交流方

面，希望有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Bobinski 院长赞扬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在双方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做出的贡献，并承诺将

双方关系推上新的高度。Bobinski 院长对访问 UBC 法学院的北大学生表示了肯定，并介绍

了两个以授课为主的研究生新项目，以吸引更多北大法学院学生。Bobinski 院长同意 UBC

法学院学生应充分利用交换项目提供的难得机会，并询问了北大法学院能够为 UBC 学生提供

的课程和语言支持。两位院长还就共同课程、教师研究协会及其他形式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背景资料：UBC 法学院是加拿大的著名法学院。该学院始建于 1945 年，最初是为了满

足二战退伍军人进行高等教育的需要，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加拿大规模最大的法学院之一，

学生人数超过 600 人。2003 年，学院任命 Mary Anne Bobinski 成为新一任院长。Bobinski

院长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其研究和教学方向包括侵权行为法、

卫生法、医疗保健财政和生物伦理学、HIV 感染的法律问题、生殖健康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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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 大度过那么多的春夏秋冬，熟悉了燕园的“一塔湖图”，看多了马路两旁的银杏

树，记性徆好的佝一定丌会忘记曲径通幽的燕南园，肯定闭着眼睛都能绕未名湖走一圈，哪

怕随手一指便可以指到博雅塔的方向。丌管时间过去多久，我仧都丌会忘记这些年年岁岁都

相似的景观，可是佝有没有在意过那些岁岁年年都丌同的小生物呢？憨态可掬的它仧，美丽

灵动的它仧，也点缀了我仧美好的燕园记忆。（文/周亢  摄影/吴尉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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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界限，规范行为，还市场竞争一片蓝天 

“企业竞争的法律规制”高端论坛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成功举行 

2013 年 1月 6 日，由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 13 期“竞争法论坛”――“企

业竞争的法律规制”高端论坛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来自经济法（竞

争法）、民法（侵权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知识产权法等相关学科的著名

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和法官等参加了论坛的研讨。本次论坛秉承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重点以

奇虎 360 和腾讯 QQ 竞争案、蒙牛与伊利竞争案、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竞争案等在全国产生

重大影响的不正当竞争案件为例，就不正当竞争法律责任的认定与追究、维持公平竞争的多

维力量及其作用的发挥、企业竞争的法律界限和制度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论坛开幕

式由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主持。在介绍了会议背景和主旨后，北京大学法学

院院长张守文教授致开幕词，阐释了会议主题现实价值，以及法学多学科著名学者围绕一个

主题进行多学科、多视角探讨的，提出综合规制对策的必要性，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 

主持开幕式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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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首先由竞争法研究生对上述三个案件进行了简要介绍。在曾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二庭庭长的刘兰芳主持下，会议进入第一单元“不正当竞争法律责任的认定与追究”。 北

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陈兴良首先发言，介绍了现行刑法的规定与不足，指出刑法缺乏对

垄断犯罪的规定，法律规定本身的问题

导致了在具体不正当竞争案件中行为

认定的困难。有的企业往往借助公权力

来实现对自己合法权利的保护。陈兴良

教授还对上述案件中涉及的民事与刑

事的关系、刑法干预经济生活的限度提

出独到的见解，认为民事诉讼在收集证

据上有很大困难，刑法对我国经济生活干预的范围应该适度扩大，使得各部门法关系协调，

以更好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随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法学教授陈瑞华从刑

事诉讼角度对上述有关案件的管辖、侦查权的控制、司法独立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司法

实践中地方化现象严重，干扰了管辖权的确定，“犯罪地”的规定也不清晰。我国检察权无

法领导、监督侦查权的现实，使得侦查

权过于强大，甚至失控。此外，司法不

独立，导致司法受制于地方政府。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张新宝教授分析了义

毁商誉侵权行为的构成，包括侵权主体

的认定和赔偿责任的计算等等。指出，

侵权人获益情况存在认定上的困难。诋

毁商誉侵权的实施人与公司之间没有

雇佣关系的，可与教唆、指使者连带承担责任。诋毁商誉过程中传播的信息，不仅要是虚伪

的事实，还要是有害的事实。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民事诉讼法学教授潘剑锋则围绕不

正当竞争民事诉讼案件中当事人的确定、管辖、证据和证明问题展开论述。在当事人的确定

问题上，潘剑锋教授认为侵权行为的实施者应当作为被告。在管辖权的确定问题上，可以由

共同上级法院进行指定管辖，或者由主要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证据保全方面，应以公证方

式进行，或启动电子证据保全。 

论坛的第二单元“维持公平竞争的力量及其作用的发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经

济法学（竞争法学）教授黄勇主持。在该单元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学（竞

争法学）研究员王晓晔指出，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律制度其实很相近，反不正当竞争法

亟待修改，应当尽可能地把保护公平竞争和保护自由竞争的内容分开。另外，在反垄断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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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晔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发言 

反垄断执法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都很重要。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竞争法学）教授时建中

从竞争法的角度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论与实务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传统领域内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和新经济领域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存在差别，应当对新经济产业的问题进行详

细、精准的分析。反垄断法领域存在法律责任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应将刑事犯罪和不正当

竞争行为的互动关系解读出来。黄勇教授认为，国内企业竞争手段与国外企业相比过于低端，

应当树立正当的竞争理念和品牌理念。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主要在执法领域，政府对市场

的干预一方面过多，另一方面在问题出现以后又存在管理不力的现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案件督查协调处处长杜长红则从实践角度进行了论述，指出

当前竞争执法工作的重点是误导的虚假陈述。实践中，企业家自身素质的约束不足、市场竞

争中法律的介入不够是企业竞争中相关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勇发言 杜长红处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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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时

建中教授的主持下进入第三单元

“竞争的法律界限和制度完善的

建议”。在这一单元，全国杰出资

深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

学教授杨紫烜首先从基础理论层

面分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部门

法归属，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修改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时候，应把本属

于反垄断法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等规定从反不正

当竞争法中删除，并增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商业信誉等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北京大学

法学院院长、经济法学教授张守文则提炼出了若干著名的竞争事件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

比如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等等。认为应当厘清企业的价值、本质和社会责任，构建

企业之间良性的竞争秩序，在立法上做好相关的衔接和配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

法学教授刘春田指出，我们需要的竞争秩序具有中国特色，普遍的矛盾需要建立普遍的适用

规则，我们的制度设计不能只瞄准大企业。目前的讨论不应过分集中于具体的制度、规定问

题，而是整个法治观念的合理建构问题。在论坛每一单元的最后，参加会议的师生围绕企业

竞争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自由讨论。 

论坛的闭幕式环节，由北大竞争法中心主任肖江平主持。北大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潘剑锋教授在闭幕辞中对会议的主题、视角和讨论的成果给予高度肯定，并希望社会各界能

够对企业竞争法律规则的完善作进一步的思考，逐渐形成良好的竞争理念和竞争文化。肖江

平指出，本次论坛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多收获等方面的特点，并且在学术研讨活动和教

学活动密切结合方面进行了有

益的尝试。最后他代表北京大

学竞争法研究中心对与会的专

家、官员、媒体记者和研究生

同学们表示衷心感谢。人民日

报、新华社、经济日报、法制

日报等媒体的记者采访了本次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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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陈兴良教授的论文在世界顶级刑法学杂志上发表 

2013 年 1 月 18 日，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的论文《中国刑法学的再生》（Die 

Wiedergeburt der chinesisch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正式在《整体刑法学杂志》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第 124 卷第 3 期上发表。 

《整体刑法学杂志》是 1881 年由德国刑事法学大师李斯特（Franz v. Liszt）创办的

世界顶级刑法学杂志，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陈兴良教授在该

文中清晰地梳理了从清末修律到民国刑法学的初创、共和国前 30 年我国刑法学由生入死以

及改革开放后我国刑法学起死回生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反思了我国刑法学知识转型的必

然性和实现路径。该文不仅对于我国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引作用，而且有助

于外国学界准确地理解我国刑法学的历史和现状。 

 

“行政会议在美国行政法变革中的角色”国际研讨会 

成功举行 

2013 年 1月 28 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办的“行政会议在美国行政法

变革中的角色”国际研讨会在北大法学院凯原楼 303 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美国

行政会议（ACUS）主席 Paul R. Verkuil 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会议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王锡锌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罗豪才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

安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甘超英副教授、北京市东城区政

府法制办公室李凌波主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成协中博士、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郑雅芳博士出席了会议。 

王锡锌教授首先对主讲人 Verkuil 主席以及美国行政会议进行了简要介绍，指出了

Verkuil 主席与中国、与北京大学之间的渊源交往。罗豪才教授对 Verkuil 主席的来访表示

欢迎，并预祝他本次中国之行一切顺利。姜明安教授随后致辞，希望能够加强与美国行政会

议的沟通与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欢迎仪式结束后，Verkuil 主席发表了题为“行政会议

在美国行政法变革中的角色”的演讲，介绍了美国行政会议成立的背景、该机构的组成和职

能、其所面临和处理的问题等内容。姜明安教授、沈岿教授、甘超英副教授、李凌波主任、

成协中博士、郑雅芳博士分别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与主讲人深入交换了意见。研讨会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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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锌教授与姜明安教授分别代表北大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向 Verkuil 主席赠送了礼品，对

其再次表示感谢，并邀请他今后有机会再次访问北京大学。 

 

美国行政会议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致力于通过以共识为导向的应用型研究来改善联

邦行政程序，并为完善联邦机构运作程序提供中立的专家意见和建议。奥巴马总统在 2010

年提名该会议的 10 人委员会时说到：“美国行政会议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使政府运行得更

加出色。”Paul R. Verkuil 教授作为行政会议第 10 任主席，同时也是美国行政法学界的

著名学者，其参与撰写的教材《行政法与行政过程》被认为是美国行政法的经典教材之一。

北大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通过此次与美国高层次学术人才的互动，加深了对美国行政法和美

国行政会议的理解，也增进了彼此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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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安倍夜郎 

【译者】：陈颖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介绍】： 

《深夜食堂》（日语：しんやしょくどう）是

日本知名漫画家安倍夜郎创作的日本漫画作品。漫画

中的故事发生在新宿街头的一条后巷中，由老板独自

经营的小食堂里。这家小饭馆的营业时间由深夜 0 时

到早上的 7 时左右，门帘上仅仅写着“めしや”（饭

屋：日本提供简单饭菜的吃店的平假名），被常客称

呼为“深夜食堂”。虽然菜单只有豚汁套餐、啤酒（大）、

日本酒（两合 <合：为日本的容量单位，一合约等于

180 毫升>）、烧酒（一杯），但老板表示只要自己可

以制作的食物都可以叫。故事就以只在深夜营业的这

间食堂为舞台，描述主人与客人间的心灵交流。 

一脸凶相的人其实有着一颗柔软的心，总也不

红的女歌星命运多舛，嘴巴毒辣的海苔控爱 女心切，外表冷酷的男优也有解不开的心结，

立志要瘦的胖妹为何越减越胖„„这些温情动人的市井故事，都在大都市巷弄里一个从深夜

开始营业的食堂上演，每个故事都配着简单美味的家常菜，时而温馨时而忧愁，不仅散发料

理的香气，也洋溢着最质朴的人情味，总让人看着热泪盈眶。 

【作者介绍】： 

安倍夜郎（Abe Yaro）：日本知名漫画家。自幼就有当漫画家的梦想，早稻田大学毕业

后从事了一段时间广告工作，仍对漫画的初衷念念不忘，练习画了几部作品后便报名漫画比

赛，没想到初出茅庐就以《山本掏耳店》获得“小学馆新人漫画奖”，此后便辞掉工作，走

上了专职漫画家的道路。 

有一次，安倍夜郎听到某张 CD 里的一首歌，间奏旁白说了一句“深夜零时起营业的炸

串店”，这成了《深夜食堂》故事的起点。漫画一出版，好评如潮，这部充满脉脉温情的都

市漫画治愈了无数读者的心，一连获得第 55 回小学馆漫画奖和第 39 回漫画家协会大奖两项

日本漫画界重量级奖项，并两度改编成同名电视剧，赢得观众一致好评推荐。目前，《深夜

食堂》全系列在日本、台湾、韩国等地的累计销量已突破千万册，而这里的故事，还在不断

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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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沁鑫戏剧演出季·北京大学 

——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尚版） 

主办：中国国家话剧院  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演出：中国国家话剧院 

时间：2013 年 3 月 15 日（周五）、16 日（周六）晚

7：00 

地点：讲堂观众厅 

 

春风上巳天——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 2013 北

大演出季    全本《白罗衫》 

主    办：如是山房 

联合主办：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 

          石小梅昆曲工作室 

演    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 

时    间：2013 年 4 月 19 日（周五）晚 7：00 

地    点：讲堂观众厅 

 

 

法国图卢兹国立管弦乐团北大交响音乐会 

主   办：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指   挥：图冈•索科基耶夫（Tugan Sokhiev） 

时   间：2013 年 5 月 19 日（周日）晚 7：00 

地   点：讲堂观众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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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海 拾 贝 

——校 友 征 文 启 事 

也讲，佝也曾坐在教室的窗前，凝规着四季变化多姿的燕园发呆；也讲，佝也曾趁

着初夏的清爽晨读未名湖畔，为自己享有这一方净土而怡然自得；也讲， 佝也曾和拥

有同样稚气 而潇洒笑容的同学，驻足图书馆前拍照留忛；也讲，佝还用过更多更充满

自信的方式，记彔着佝在北大的饱满青春。 

时隔多年，当佝再次翻出以前那泛黄的照片，当佝再次提笔书写那乐趣无穷的校园

敀事，捧在佝手里的、落在佝笔下的将丌仅仅叧是一张影像、一段文字，而是一叧承载

着所有不佝有关、不他/她有关、不北大有关的美丽贝壳。这贝壳舀起的那一汪清澈的

海水，就是对我仧一起走过的日子最好的见证。 

收集佝的回忆，纪忛彼此的青春。校友会在此隆重启动老照片、老敀事的征集活动，

幵将在以后的校友彔期刊中开辟“怀旧情怀”的栏目，将各位校友邮寄来的照片、投寄

来的稿件刊登出来，让我仧一起分享那些铭刻亍心的峥嵘岁月。 

具体活动办法： 

1、老照片征集 

①照片内容： 

既可以是集体照片，也可以是几个好友的合影； 

既可以是正式活动的照片，也可以是休闲娱乐时的随拍。 

②投寄方式 

照片为电子版的，请将其发送至我仧的联系邮箱； 

照片为没有电子版的老照片的，请将该照片邮寄至法学院校友会，我仧将负责将其

扫描为电子版，幵会及时、完好地将原照片邮还给您。 

③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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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电子邮件戒者普通邮件中写明照片中的人物、事件以及大致时间和地点。 

2、文章征集 

文章内容、体裁、字数丌限，既可以回忆大学时光，表达自己的感受，抑戒讱述奇

闻趣事，也可以记叙自己人生经历，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3、联系方式 

①邮寄地址：北京大学法学院校友办公室 李媛媛  100871  

②电子邮箱：pkulaw@pku.edu.cn 

如对本次征文活动的相关事宜有任何疑问，请亍工作时间电话联系

010-62755209，戒发送电子邮件至 pkulaw@pku.edu.cn。 我仧期待您的积极参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