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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谢冕

我有自己的跑步路线。从住处畅春园出发，进西校门，

过鸣鹤园小荷花池，绕池一周。经民主楼、后湖、入朗润园。

紧挨着路边，出现一座小院，正房住着温德先生，东厢房住着

他的中国佣人。温先生终身未娶，中国是他永久的家。温德的

小院种满花草，其中不乏他喜爱的富有营养的野蔬，他不仅精

通汉学，还是营养学家。温德先生是闻一多先生的朋友，当年

闻先生“引进人才”，一引就是终身。中国成了他唯一的、也

是最后的选择.

燕大的校友们、北大的师生们对他的思念是永远的。我

选择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清晨，向至今还活泼泼地生存在这里的

精魂致敬。我怕惊动他们，蹑轻脚步，又不免沉重，因为这方

土地负载太沉重了。

燕南园集中了燕园最瑰丽的风景，他们劳作过，思想过，

快乐过，也痛苦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作为

学者，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燕园的居民都记得，历史学家翦

伯赞先生及夫人，曾经以最断然、也最惨烈的方式把自己写进

了历史。尽管我的脚步轻轻，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触动了历史最

敏感的一页，我还是惊动了那些曾经爱过，曾经痛过，曾经辛

劳过，也曾经幸福过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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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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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会见校友穆拉图总统《走进北大》画册作赠礼

据新华社报道，埃塞俄比亚当地时间 6日上午，李克强总理亲切会晤了穆拉图总

统。李克强总理说，校友相见格外亲切，总统先生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长期以来为促

进中埃、中非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李克强总理向穆拉图总统赠送了《走进北大》

在 5月 6日的会见中，李克强总理向穆拉图总统赠送了《走进北大》画册。该画

册 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有关北京大学景观、历史、教学、生活等题

材丰富的优秀摄影作品，是北京大学的一张文化名片。在此次李克强总理赠送穆拉图总

统的画册中，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院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穆拉图本科论文指导老

师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守常，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京首席记者、穆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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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同学和朋友 Petra Kolonko（杨佩达）校友，北京大学原外国学者留学生处处长

黄道林、原留学生管理干部王文泉在画册上签名。

宋楚瑜先生新书发表会在北大举行

2014年 5月 8日上午，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生新书发表会在北大举行，海峡两岸

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北京大学校长王

恩哥等出席发表会，北大副校长李岩松主持发表会。会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会

见了宋楚瑜一行。

发表会上，王恩哥在致辞中表示，《如何写学术论文》作为一部学术研究方法的专

著，不仅是一本有助于提升青年学生论文写作水平的“实用典籍”，亦对促进海峡两岸

的学术交流与共同进步有着积极的影响。王恩哥指出，北京大学作为最早面向台湾地区

招生的大陆高校之一，历来重视海峡两岸的教育和学术交流与合作。面对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新机遇，北大将以自身的学术优势和影响力，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继续发挥重要作

用。

王恩哥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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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在致辞中对北京大学支持《如何写学术论文》简体字版在大陆出版表示感谢。他

回顾了《如何写学术论文》一书的写作背景和心路历程。宋楚瑜说，北大是五四运动的

策源地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引用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及毛泽东“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等名言，引出该书写作的基本动机即：科学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

态度。宋楚瑜认为，真正的世界语言不是英文，而是严谨的思维逻辑及论证过程。共通

的逻辑语言是社会上不同声音沟通的平台，以此能够使真理愈辩愈明。

宋楚瑜强调，他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还是湖南人。两岸人民“系出同缘”，

不仅有相同的血缘，还有着同样的文化传统。他表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对两岸

青年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与祝福。

宋楚瑜致辞

随后，宋楚瑜、孙亚夫、王恩哥共同为新书的书模揭幕。宋楚瑜还向北大学生代表

赠送了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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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幕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饶戈平、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夏红卫及部分院系师生代表出席发表会。

新书发表会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会见了宋楚瑜一行。双方就如何进一步促

进两岸青年交流、文化交流交换了看法。

朱善璐会见宋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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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善璐对宋楚瑜一行于北大 116周年校庆之际来访表示荣幸与欢迎。他指出，和与

发展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两岸青年的交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未来。朱善璐

说，北京大学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服务于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同时，学校也大

力推进国际合作、拓宽国际视野，吸收世界上先进大学的办学治学经验，将北大建设成

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朱善璐还向来宾介绍了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

学的“三步走”战略，他希望在实现“北大梦”的道路中，进一步建立、完善两岸青年

交流合作的机制，同台湾地区的高校携手共进，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宋楚瑜表示赞同北大与台湾地区高校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他提议北大应善用自身的学

术和精神文化资产及国际影响力，通过开设与台湾青年交流的暑期夏令营等形式，进一

步加强两岸青年人的沟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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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年华—北京大学建校 116周年校庆喜迎中外校友回家

5月3日，花满枝头的燕园迎来从五湖四海赶回家的校友。返校校友中有毕业数十载、

写下满满人生故事的老年校友，也有刚刚离校二三载、怀揣青春梦想的年轻校友；有的

校友呼朋引伴、与当年同窗结伴而来；也有一些校友携亲属子女而来。大家怀着喜悦的

心情，共同庆祝母校116岁华诞。

今年北京大学校友会依然为校友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游园寻梦”带领校友

故地重游，再寻青春；“母校重聚”，老中青几代校友欢聚一堂、共叙同窗之情；“燕

缘雅聚”，留学生校友们不远万里返回母校，与同窗师生团聚，追忆往事；“文化之旅”

让校友们重温北大人文情怀；“科学探索”，传承五四科学、民主精神，展现北大学术

氛围。

邱明斤校友北京大学文献收藏展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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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校友会还在线上为不能亲自返校的校友提供庆祝母校生日的平台，校友办

在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上开启了 #北大 116周年校友返校# 微话题，第一时间发布校

庆系列活动的资讯、照片、小贴士等信息，方便广大校友参与其中。与此同时，在校庆

期间，北京大学校友会还开通了微信服务号，专门为校友返校日各项活动提供报名服务。

线上线下活动相得益彰，得到了广大校友的积极响应与一致好评。北大校友网还专门制

作了“北京大学建校 116周年“家·年华”校友返校日活动专题”，图文并茂的展示校

庆活动详情，欢迎广大校友关注

时间飞逝，岁月流转，回首往事，北大始终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也不曾忘记我们

的同窗好友，燕园的一草一木。北京大学校友会将始终致力于为广大校友提供更好的服

务和母校情感体验。让我们共同期待来年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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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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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学院举办 04级在职法硕入学十周年庆典并参与“我

爱母校”捐赠活动

时值北京大学法学院建院（系）110周年之际，5.2日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迎来了

2004级在职法硕的同学，从祖国各地赶来庆贺母院 110周年生日，同时举办入学 10

周年庆典，共叙同学友情，师生情，追忆当年燕园求学时光。

2004 级在职法硕 10 周年返校合影

汪建成副院长特邀出席了本次座谈庆典，代表法学院发表欢迎辞，表达了学校对

04级法硕校友返校的热烈欢迎，同时看到很多校友家长带小朋友来参加本次活动，汪

院长很是动容欣慰，他特别指出，法学院是所有北大法律人的家，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

将北大法律人的精神薪火相传。校友们都十分关心法学院的近年发展状况，汪院长细心

地介绍了法学院近年行政楼凯原楼，科研楼陈明楼拔地而起的兴盛发展及其运行利用情

况，代表学校向所有热心支持学院发展的校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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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

活动还邀请了北京大学校友总会张向英副秘书长，给校友介绍了“我爱母校”的

捐赠活动。适逢北京大学建校 116周年，学校继续推动“我爱母校 ”校友年度捐赠项

目。该项目于 2003 年校庆期间启动，主要用于致敬恩师、奖助学金、爱心救助等用途。

而在本次活动的筹办过程中，组委会的校友成员多次表达了同学们希望趁返校之际给学

校示一些心意的想法。故而在张副秘书长介绍后，校友们果然反响热烈，纷纷排起长队

进行捐资，部分未到的热心校友还让同学代为进行了捐资，短短半小时，50位校友共

捐出 23819元。

同时，除了汪院长代表法学院发表欢迎辞外，受邀出席的还有刘守芬教授，潘剑锋

教授，王磊教授，以及李鸣教授，他们也都表达了对 04级法硕学生返校的欢迎，看到

一手培养的学生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挥洒青春，秉承北大法律人精神，倍感自豪。

最后，在汪院长的建议下，全体与会同学及教授观看了《法柱颂》视频，大家一起再次

感受了法柱颂诗词中刻画的北大法律人应有的担当和气魄，座谈会在法柱颂带来的澎湃

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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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岿教授获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5月 4日，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颁奖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法学院沈

岿教授获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自 1995年起已经举

办了七届，评选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通过综合考量候选人的学术成果、学

术影响、社会声誉和在法学教育、法制宣传、法律实务等方面的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学

术成就突出、社会贡献重大的法学工作者。此前法学院陈兴良教授（第二届）、张守文

教授（第三届）、陈瑞华教授（第四届）、王锡锌教授（第六届）分别获评“全国十大

杰出青年法学家”，刘燕教授、傅郁林教授（第六届）获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提名奖”。

附：沈岿教授简介

1970 年 1 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

究院秘书长。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国家质检总局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北

京市人民政府立法专家委员、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专家库专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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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光影:校庆作品

春来秋去，流年似水，变的是湖光塔影，不变的是北大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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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何树宇为校庆活动回到母校拍摄的作品《北大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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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磬书香

【作者】: 贺卫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标题】:逍遥法外

【出版年】:2013年10月

【内容简介】

《逍遥法外》是著名学者贺卫方先生的最新人文类随笔著作。在本书中，除了作者本行—

—法律——之外，作者或从身边小事写起，或从学术中来，或从读书中来，或从社会历史

中来，信手所至，古道热肠，涉笔成趣。与《退步集》、《常识》等文化类文集类似，本书

亦为中国当下优秀的人文社科类作品。

【作者简介】

贺卫方，1960年7月生，山东省牟平县人。法学学士（西南政法大学，1982），法学硕士

（中国政法大学，1985），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

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名誉或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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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讲活动预告

中法文化之春 法国幽默趣乐剧 《欢喜冤家二重奏》

时间：2014年6月21日（周六）晚7：00

票价：60、80、100、150

主办：上海晶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璞玉书存（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方昆曲剧院“经典剧目进北大”系列演出之七十五

主 办：北方昆曲剧院

协 办：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时 间：2014年7月19日晚7：00

地 点：讲堂多功能厅

金黄的故乡 卢国文北大专场音乐会

主 办：北京辰达之点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协 办：星宝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演 出：梁晶 曹卉 赵珂 中国传媒大学女教授合唱团

时 间：2014年6月17日（周日）晚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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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 110周年
院庆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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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 110周年院庆暨院史馆开馆仪式隆重举行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暨中国法科教育诞生11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馆

开馆仪式于5月5日在法学院四合院隆重举行。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党委书记潘剑锋

教授、原北大法律学系主任魏振瀛教授、党委书记张文教授、法学院老教师、著名收藏

家程道德教授以及导弹专家周华盛教授应邀出席了开馆仪式。为了弘扬北大法律人薪火

相传的教授，院史馆由以饶鑫贤先生命名的法律文化基金的支持。饶戈平教授等多名法

学院教授及法学院学生代表参加了开馆仪式。开馆仪式由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主持。

张守文院长首先致辞。他感谢在场各位嘉宾的出席，强调了院史馆对具有百余年历

史的北大法学院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并衷心感谢了饶鑫贤法律文化基金对于院史馆建设

的重要支持。开馆致辞后，由魏振瀛教授和饶戈平教授共同为已故的北京大学法学院饶

鑫贤教授铜像揭牌。揭牌结束后，饶戈平教授讲话。他回顾了北大法学院 110年来的光

辉历史，在讲话之时，也对新的北大法律人与法学院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展望。

饶戈平教授与魏振灜教授共同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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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道德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作为法学院曾经的学子与教师，为

报恩他为院史馆捐赠了多件珍贵文物，以实物来证明北大法学院光荣历史和不凡的发展

变迁，以此激励新的北大法律人继续弘扬北大法律精神。

程道德老先生

随后，张守文院长为向法学院法律图书馆捐赠图画的周华盛教授颁发证书，周华胜

教授热烈祝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馆的建成，也希望北大法学院能再创辉煌，培养出一

批又一批的法学界中流砥柱。

嘉宾致辞结束后，法学院 2012级本科生王晓萱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她讲述了

作为一个学生见证院史馆开馆的荣幸与激动，表明了一定会从历史中不断学习，不断成

长的决心，立志传承北大法律人的精神。

最后，汪建成副院长带领嘉宾和同学们参观了院史馆并介绍了展出的藏品，仪式圆

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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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物：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馆藏物：魏振瀛教授起草《民法通则》的笔记

此次院史馆开馆仪式是法学院继往开来的崭新里程碑。院史馆展示了北京大学法

学院的历史和现状，是纪念法学院成立 110周年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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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贝——校 友 征 文 启 事

也许，你也曾坐在教室的窗前，凝视着四季变化多姿的燕园发呆；也许，你也曾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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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 你也曾和拥

有同样稚气而潇洒笑容的同学，驻足图书馆前拍照留念；也许，你还用过更多更充满自

信的方式，记录着你在北大的饱满青春。

时隔多年，当你再次翻出以前那泛黄的照片，当你再次提笔书写那乐趣无穷的校园

故事，捧在你手里的、落在你笔下的将不仅仅只是一张影像、一段文字，而是一只承载

着所有与你有关、与他/她有关、与北大有关的美丽贝壳。这贝壳舀起的那一汪清澈的

海水，就是对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最好的见证。

收集你的回忆，纪念彼此的青春。校友会在此隆重启动老照片、老故事的征集活动，

并将在以后的校友录期刊中开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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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分享那些铭刻于心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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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发送至我们的联系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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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负责将其

扫描为电子版，并会及时、完好地将原照片邮还给您。

③注意事项：

请在电子邮件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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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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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章征集

文章内容、体裁、字数不限，既可以回忆大学时光，表达自己的感受，抑或讲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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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工作时间电话联系

010-62755209，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pkulaw@pku.edu.cn。 我们期待您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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