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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路过图书馆的时候，看到一群穿着学士服的学生在拍照，才猛

然间发现又到毕业季了。人人网也几乎同时开启了毕业照刷屏的节奏，

各式各样的散伙饭照片、寝室合照铺天盖地地袭来，大家的状态也在不

停地被刷新，诉说大学四年的美好和哀伤，好像那么多话、那么多感情

不在毕业前的最后时刻讲完就再没机会开口说了。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还在西安和朋友一起享受毕业旅行，没有感受

到丝毫的离别气氛。返校后，一切与毕业相关的事宜都提上了日程。照

年级大合照、做毕业论文答辩，拍学士服照，散伙饭……我们好像要把

这四年的时间都压缩成一个月，着急忙慌地把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

情赶紧完成。我的一位同学甚至列出了一张表，细数要在 6月 30号离校

之前必须完成的 50件事。如果要完成这些计划，他在大学的最后一个月

肯定会成为这四年中最忙的一段时间。现在想来，毕业季对我们来说更

像是微缩的四年，所有的感情在这一小段时间迅速聚拢、升温、喷薄而

出。 

 我几乎是班里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记得当时我跟身边的人历数已经

离校的同学，我一个一个寝室的回想，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叫出来。

她走了，他离开了，我把她送走的……边说，泪水就一边在眼里打转。

也许我们没有一起打过水，没有一起在食堂里吃过饭，没有坐在一个房

间里聊过天。可是，是他们帮我填充了大学四年的记忆，是他们完整了

我大学的意义。 

不知道您的毕业季是如何度过的，有没有像我一样直到面对即将失

去、才要追悔莫及，才想起：原来大学最后留给我们的不是那些虚无缥

缈的成绩，不是一打打英语、注会、社会实践的证书，而是和那些人的

感情和故事。没有他们，没有在这所校园里浸淫的四年，我们可能就变

作了另一副样子。 

这个夏天，又有一批人来到了这个时点，希望他们能够保留一份没有

缺憾的毕业记忆。 

文/周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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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叙燕园情：北京大学举行建校 115 周年校庆纪念交流活动 

5 月 4 日是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在同一天，北京大学也迎来了 115 周年华诞。当天

下午，北京大学在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建校 115 周年校庆纪念交流会，文化部部长蔡武、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邓楠、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柄生、中国社科院教授

杨天石等来自各界的校友代表共百余人应邀参加，各界校友欢聚一堂，共叙燕园情。北京大

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王恩哥，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张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柯杨，党

委副书记于鸿君、敖英芳、叶静漪，副校长刘伟、李岩松等校领导及部分职能部门和院系的

领导参加了该活动。 

 

朱善璐致辞（校友会供图） 

校庆纪念交流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大厅举行。朱善璐对校友们重返母校表示热烈欢迎，

并向在场的校友代表报告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北大学生回信的消息。他说，这封信是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对北大学子殷切的希望，是对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勉励，全校上下正在学

习总书记回信精神，力争在立德树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与创新等方面作出更

大的贡献。他强调，北京大学昨日的辉煌和今日的成就，离不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

离不开 30 万校友和 7 万北大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在北京大学历史上的第三个五十年中，

全体师生将朝着“2048”远景规划不断前进，在中国梦的指引下，圆梦北大，筑梦中华。最

后，朱善璐对校友代表说，北大的目光永远不会离开校友，北大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校友的关

怀和支持，祝福中国梦、北大梦，也祝福各位校友的梦想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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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哥致辞（校友会供图） 

王恩哥向校友代表介绍了北京大学近些年来的办学成果。他指出，北京大学在通识教育

传统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小班教学，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在 2012 年，北京大学 16 个学科在

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一，18 个学科进入世界前 1%的行列。北大十分重视人才队

伍建设，积极引进世界一流水平的顶尖人才。同时，北京大学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并不断提

高学校的国际影响力。王恩哥说，30 万北大校友共同努力，继承北大传统，弘扬北大精神，

薪火相传，一起造就了北大今日良好的发展局面，就此他对校友们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并致

以衷心的祝福。 

 

校友代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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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前，校友代表们还参观了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以来的发展建设成就展。北京大学党

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向嘉宾详细介绍了展览内容。现场展出了自 1998 年以来北京大学在优

化学科结构、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扩大对外交流

合作、加强服务社会能力、丰富校园文化内涵、提升硬件设施条件以及大力推进党的建设等

方面取得的成就。现场校友纷纷在展板前驻足观看，流连其间。 

 

校友参观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以来的发展建设成就展 

 

交流会后，校友代表与学校师生们一同欣赏了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出的北京大学“2013

五•四交响音乐会”。 

（北大新闻网记者 靳戈） 

  



 

2013 年·总第 31 期 | 8 

 

 2013 

真情妙悟铸文章：杨振宁、莫言对话科学与文学 

一个探索物理，一个洞察人情，一个谱就天地文章，一个抒写人间情怀。2013 年 5 月

15 日下午，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众芳所在”系列讲

座——“科学与文学的对话”举行，由画法研究院院长、书画家范曾主持，诺贝尔物理奖得

主杨振宁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进行了一场科苑文坛的精彩对话。 

 

活动现场 

“科学家和文学家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更好地了解世界。”讲座开场，北京大学校长王恩

哥一语道出了科学与文学共同的使命。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院长张玉亮进一步阐释道：“科

学考察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文学关乎人与世界的精神联系，科学为文学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同样，文学也为科学拓宽了想象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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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哥致辞 

科学与文学的共通之处，首先在于对世界的共同关怀。杨振宁指出，无论是人类诞生之

后产生的宗教、文学、艺术，还是恒常存在的自然界的物质，都是构成人类生活环境的共同

元素。科学和文学一样，都是为了人类更加了解自身、自身所生存的世界、以及人类与世界

的关系。在传统观点看来，科学是一个严密的世界，杜绝想象猜臆。可在杨振宁看来，科学

与哲学乃至宗教有着莫大联系。科学利用人类有限的神经元来探索世界，所得自然有限的；

而宗教却打开了一片无限的疆域，勾勒出了无数种可能。 



 

2013 年·总第 31 期 | 10 

 

 2013 

 

杨振宁先生 

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将自己文学创作的历程娓娓道来。小时候对听故事的喜爱，

激励着年少的莫言去讲故事，小学辍学后，莫言用自己仅学的五百来字来写故事，并将《新

华字典》作为自己的学习宝库，积累语言词汇和乡土体验。这些故事流诸笔尖，便编织成了

一个个家乡的故事，乡村的故事，中国的故事。他强调说：“与科学用定理来奠基世界相对，

文学世界的基础是生活，再加上来源于生活的感受与思考。” 

 

莫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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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还谈到治学的三部曲：真情、妙悟、铸文章。这是范曾赠杨振宁的一幅画作上的

题词。他认为，与文学一样，科学当然需要“真情”，那是对自然现象与规律浓烈的兴趣，

这是科学家持之以恒不断探索的动力，而在山重水复的探索之后，终有柳暗花明的一刹那，

那便是“妙悟”，这是科学成果诞生之前的黎明。最后，“真情”与“妙悟”终将铸得一首

天地华章。 

在讲座的后半场，北京大学的学生与大师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杨振宁与大家分享了自己

年轻时的求学经历，用自己来到芝加哥大学后在寻找科研课题上的种种困境，来鼓励各位年

轻的科学之峰的攀登者们不要失望，将“真情”与“汗水”结合，终会寻找到企盼的成果。

谈及“未名”和“成名”之间的变化，莫言坦言自己“高兴持续了 20 分钟”，接着最重要

的事还是回到自己的书桌上。他鼓励当代的年轻人说，以汗水和才华博得的成名是每个人正

当的追求，能写出打动国人、打动世人，甚至超越时空的伟大作品，仍是自己毕生的追求。 

 

范曾向杨振宁、莫言赠送画作 

“诚外无物”、“自强不息”、“青春万岁”——最后，三位大家分别以这三个词相赠，

作为青春的礼物，勉励学子们共同探索未知的世界。 

（北大新闻网记者 李琳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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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学院获 QS 世界大学排名法学专业大陆地区第 1 名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法学专业 2013 年榜单于近日公布。北京大学法学院

以总成绩 71.10 分被排在第 41 位，其中学术声誉（Academic Reputation）69.7 分，雇主

声誉（Employer Reputation）90.2 分（此单项排名位列全球第 9 名），单篇论文引用

（Citations Per Paper）41.3 分，Hirsch 引用指数（H Index Citations）47.6 分。北京

大学法学院仅次于香港大学（第 20 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第 22 位）和东京大学（第 37

位），位列亚洲大学法学院第 4 名,中国大陆地区第 1 名。 

长期以来，北大法学院以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为目标，坚持高质量办学，不断提高教学

科研和管理水平。法学院教师积极投身法律学术研究，出版、发表了大量的高质量学术成果。

以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在组织和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提供决策咨

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北大法学院主办了包括《中外法学》、Peki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在内的 11 种学术刊物，为繁荣法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法学院涌现了

刑事一体化理论、程序正义理论、行政法领域的平衡论和软法理论、经济法领域的国家协调

论等一批学术标签式的研究成果，在中外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大法学院始终把培养高水平法律人才作为办学的中心工作。在坚持传统理论教学的同

时，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同时，强化综合素质的提升；在引

导学生关注中国问题的同时，开阔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法学院的人才培养始终坚持“立足中

国，放眼世界”的开放思路，在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全球视野下，培养承担历史使命，放眼未

来世界，关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高端人才，同时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法律问题的解决，以此

引领中国法治事业、法学教育的发展，将中国的法律事业融入全球法律事业发展进程中。为

此，学院先后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洪堡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世界著名高校的法学院建立了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启动了“靖江青年法律领袖计划”，每

年选拔百余名学生和多名教师到上述学校学习、进修或讲学，并通过中外法学领袖论坛、海

外法学名家讲坛、全球化与法治讲习教授等项目邀请世界著名法学家来学院讲学。这些项目

的开展，对于促进国际法律学术交流，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发挥着重要作用。受益于这些交

流项目的法学院毕业生以优秀的专业素质、领先的国际化水平赢得了全球各地用人单位的广

泛好评。 

QS 世界大学排名由英国教育及学术资讯信息企业 Quacquarelli Symonds 每年度向全球

范围内的学者、企业雇主进行问卷调查，根据学术领域同行评价、基于雇主的学生就业评价、

学术成果引用比率、师生国际化水平等评价标准推出，是全球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名体

系之一。北大法学院将继续不断完善教学、科研、管理各项工作，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

的步伐，为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QS 世界大学排名法学专业榜单详情参见：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

2013/law-and-legal-studies 

（文/史诗）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13/law-and-legal-studies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13/law-and-legal-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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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学院与伯克利、哥大法学院成立联合研究中心 

作为最具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长期以来北京大学法学院在美国拥有

广泛的合作伙伴和网络，开展大量的研究交流项目。围绕建设一流法学院的目标，我院近年

来精心规划、主动推进，积极整合和优化现有资源，力图将相关合作推上更高的层次。其中，

联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在美国东西海岸分别设立联合研究

中心，是重要的战略性步骤。2013 年 5 月初，张守文院长率团亲赴美国，造访上述两院并

正式签署协议，相关两个联合研究中心正式启动。 

当地时间 5 月 3 日上午，张守文院长、副院长王锡锌、院长助理郭雳一行三人，前往旧

金山访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该院院长 Christopher Edley, Jr.教授、副院长

Andrew Guzman 教授、副院长 Gillian Lester 教授、著名中国法律专家 Stanley Lubman 教

授等给予热情接待。Edley 院长、Lubman 教授作为北大法学院的老朋友，深情回顾了以前与

我院的诸多愉快交往，并对以“北京大学法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联合研究中心”

设立为契机的进一步合作，寄予厚望。 

接下来，Guzman 教授、Lester 教授介绍了伯克利法学院开办的暑期项目和常规 LL.M.

项目，报告了其课程设置及学员构成，并特别提出，北大院友在此有着优异表现。王锡锌、

郭雳教授介绍了我院国际合作以及中国法 LL.M.项目的情况。此外，双方还就以“北京大学

法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联合研究中心”为平台，共同举办学术会议、教员交流、

开展联合研究、适时筹办高端法治对话等进行了认真讨论。多年来为我院国际交流贡献良多

的华裔美籍律师关道进先生特地赶来，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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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 月 6 日，代表团前往纽约，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该院院长 David M. 

Schizer 教授、Benjamin L. Liebman 教授、Anu Bradford 教授、助理院长 Adam Kolker 先

生等先后安排了三次见面活动，热烈欢迎我院一行。 

张守文院长和 Schizer 院长根

据行前双方讨论达成的共识，正式签

署了两院合作备忘录，启动“北京大

学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联合研究中心”。 

随后，Schizer 院长和张守文院

长共同主持了关于如何利用好联合

研究中心这一新平台的专题研讨。与

会的十多位教授、学者围绕以联合研

究中心为基础，在能源法、社会法、行政法等多个领域共同举办国际研讨会、开展高端国际

培训、拓展学生国际交流项目、加强教职员互访、进行联合研究和法治热点对话等方面深化

合作，形成广泛共识。 

研讨会后，代表团成员又与哥大法学院助理院长、国际和比较法项目执行主任 Adam 

Kolker 先生、副主任 Eric Wertzer 先生继续会谈，就联合研究中心首批合作项目的具体安

排进行了商讨。此外，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哥大法学院图书馆，出席了招待晚宴，圆满完成访

问任务。 

两大联合研究中心在美

国成功设立，对于进一步推

进我院国际化建设，具有非

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研究

中心不仅致力于信息交换和

比较研讨，更将努力发展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法学研究，并与政

策制定、理论引领相结合，

推动中国法学走出去。 

（对外合作事务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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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建所 30 周年暨王铁崖先生 

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隆重举行 

2013 年 5月 4 日上午，“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建所 30 周年暨王铁崖先生诞辰 100 周

年纪念会”在北大法学院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近百位校友、王铁崖先生的家人、

北大国际法专业师生，以及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参加了本次纪念会。纪念会由北

大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宋英老师主持。 

北大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北大法学院教授李鸣老师首先进行了发言。李教授代表研究所

向与会校友及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带领大家回顾了北大国际法研究所的创办及发展历程，

王铁崖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在此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近年来，凭借校友们的大力支持，

国际法研究所在北大教育基金会下新设了国际法发展基金与鲲鹏国际法基金，并大大充实了

已有的王铁崖国际法基金，目前多位校友正发起成立魏敏国际法基金，进一步支持北大国际

法学科建设。此外，国际法研究所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十逾场“王铁崖国际法系列讲座”，同

时向北大法学院图书馆捐赠大批国际法外文书、向学生发放奖助学金、资助学生参加国际会

议、国际法研修课程并赴国际组织实习。研究所还一直致力于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及

行动提供专业的咨询建议。他指出，在这样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阶段，国际法研究所要时刻

铭记王铁崖等老先生的遗志，以培养国际法人才为己任，同时积极开展国际法研究工作，为

民族谋福祉，为世界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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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大法学院教授吴志攀老师代表学校向所有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他追忆了自己在求学过程中与王铁崖先生的渊源，并高度肯定了王先生对于中国国际法事业

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国际法学会代表、北大法学院教授饶戈平老师详细讲述了国际法研究所自创设以来

几十年的艰辛历程，并回顾了北大国际法研究所对于中国国际法教学及实践的卓越贡献，最

后追忆了王先生致力于国际法研究和国际法人才培养的辉煌生涯。 

社科院国际法所研究员、2000 级国际法博士研究生校友柳华文指出，在未来的发展中，

国际法人应继续坚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我国外交和其他领域的对外交往工作贡献力量，

同时，为倡导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与人权做出自己的努力。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代表、78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校友周忠海教授是文革之后首位进入

北大学习国际法的硕士生，他亲眼见证了北大国际法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发展。对于当下国际

法领域人才济济的现状，他表示十分欣慰，同时寄语后辈，要秉承前人遗志，铭记以发展国

际法为己任。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79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袁明老师回

忆了王铁崖先生在“文革”期间排除万难钻研国际法，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心系国际法教学

与科研工作的感人往事，她高度赞扬王铁崖先生在开拓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领域作出

的卓越贡献。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79 级国际法本科生校友李茂昶律师指出，王先生毕生热爱国

际法，他的奉献精神、人格力量，以及坚定的学术信念，恰是北京大学“人格之独立，自由

之精神”的典型写照。此外，他还带领大家追忆了另一位为北大国际法教学事业作出卓越贡

献的学者——已故魏敏先生，魏先生将自己对国际法的一腔热爱转化成了扎扎实实的奉献，

培养了无数国际法人才。李律师寄语国际法领域所有后来人，要以前辈为楷模，将对国际法

的钻研与开拓永远进行下去。 

北大法学院副教授李红云老师追忆了另一位著名国际法学者——已故赵理海先生。她表

示，赵先生为中国在国际海洋法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为这一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

赵教授毕生热爱国际法，即便是在“文革”困苦期间，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他也从未停止过

学术研究。他用坚毅的灵魂和对国际法的钟爱对抗恶劣的环境，这种精神与信念，值得一辈

又一辈后人终生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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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崖先生之女——王婷女士首先代表家人感谢各位来宾对王先生的追忆与怀念。提及

王先生在创办国际法研究所过程中取得的成就，王女士表示，这与我们国家的强大，与学校

领导、老师以及朋友的关心和支持密不可分。她还特别感谢国际法专业师生在王先生逝世后

对其家人的照顾与关怀，她也对国际法研究所未来的发展寄予了无限的期望与祝福。 

最后，王铁崖国际法奖学金一等奖获得者、2011 级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张琦同学作为学

生代表发言，他认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国际法律人应具备的两种精神。作为后

继者，每一个国际法学子都应传承北大国际法精神，铭记肩上的责任，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自由发言阶段，北大国际法专业已退休教师程道德先生、1984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张

克宁、北大国际法教授龚刃韧老师、1981 级硕士研究生校友闫兰、1997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潘国平、1994 级本科生校友马捷等多位校友先后进行发言。 

纪念会于上午十二点圆满落幕，会后所有与会人员在农园餐厅聚餐。 

  背景资料：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是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现法学院）

国际法教研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术机构，1983年 5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创始所长为

王铁崖先生。研究所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设立的第一个从事国际法研究的专门机构，曾

聚集王铁崖、赵理海、邵津和程鹏等老一辈杰出国际法学者，他们的著述对国际法在中

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法专业自 1978年创办以来，共培养了 300余名

本科生、近 300名硕士生和近 100名博士生，他们活跃在当下中国的各个领域，不少已

经成为中国国际法学界和实务界的栋梁。研究所始终坚持传播和发展国际法的宗旨，经

常举办国际法论坛和研讨会，其经典项目“王铁崖国际法系列讲座”，迄今已举办 80

余场。研究所与国内外国际法研究机构和同行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

动。 

（文/王烨 李超 任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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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携手 共谋发展—— 

北大法学院代表团访问耶鲁、哈佛法学院 

近期，张守文院长率团赴美，到访了多家与北大具有长期紧密合作关系的世界一流法学

院。其间，各方着眼发展，畅叙友情，出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当地时间 5 月 8 日，代表团一行在纽黑文受到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 Robert Post 教授、

中国中心主任 Paul Gewirtz（葛维宝）教授等的热情接待。张守文院长、王锡锌副院长、

郭雳院长助理与 Post 院长、葛维宝主任首先就进一步加强两院在学术对话、教职员和学生

交流、共同举办各类活动等方面的深入合作交换意见，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下一步继续深化

两院之间既有的密切合作明确了方向。 

代表团与 Post 院长、葛维宝教授合影 

随后，在葛维宝教授的主持下，耶鲁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泰斗 Alan Schwartz 教授、中

国中心高级研究员韩苏琳女士等，与张守文、王锡锌、郭雳教授，以及随行的北大博士研究

生周辉同学就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此外，代表团在葛维宝教授的亲自陪同下，参观了耶鲁大学法学院 Sterling Law 大楼、

图书馆以及新近启用的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张守文院长代表我院向该中心赠送了象征

着双方长期友谊的纪念品，祝愿其未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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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代表团一行前往波士顿访问哈佛大学法学院，受到该院院长 Martha Minow

教授、副院长 William Alford（安守廉）教授、副院长 David Wilkins 教授等的热情接待。 

代表团与 Minow 院长、安守廉副院长合影 

在 Minow 院长典雅大气的办公室里，张守文院长、王锡锌、郭雳教授与她以及安守廉副

院长进行了亲切会谈。双方围绕联合授课、远程会议、加强学术交流等话题深入交换了看法，

就未来继续深化两院之间的密切合作达成一致意见。 

会谈前，在安守廉教授的精心安排下，张守文、郭雳教授一道先后与 Richard Lazarus

教授、Allen Ferrell 教授、Jesse Fried 教授、Howell Jackson 教授等，围绕共同关心的

学术话题开展了广泛交流，内容涉及财税改革、金融监管、公司治理、环境保护等领域。王

锡锌教授则分别与 Vicki 

Jackson 教授、Matthew 

Stephenson 教授，就地方治理和

信息公开等行政法话题进行了深

入讨论。哈佛教授们对于中国法

治建设以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赞赏中

国学者就此研究的努力，对于今

后双方加强合作兴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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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代表团还与 Mark Wu 教授围绕两院在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和互联网法等领域进一

步开展合作和联合开设远程课程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与 David Wilkins 副院长就两院联合开

展高端国际法律职业培训等话题广泛开展了讨论。 

此外，代表团在北大法学院院友、哈佛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张农基博士的带领下，仔细参

观了该馆，深入了解了哈佛法学院图书馆建设、运行和维护的经验。 

参观哈佛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访问耶鲁、哈佛大学期间，张守文院长率代表团专门安排看望了正在各校学习、交流的

许多院友。这些院友以及其他友好人士在见面活动中畅谈了各自感受，表达了对母校的深切

感情和美好祝愿。 

（对外合作事务办公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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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会法论坛暨 2012-2013 年度（第五届） 

权亚劳动法征文奖学金颁奖仪式成功举行 

2013 年 5月 8 日晚 18:40，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劳动法与社会保障

法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经济法治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北大社会

法论坛暨 2012-2013 年度（第五届）权亚劳动法征文奖学金颁奖仪式”于法学院凯原楼 308

会议室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到我院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名誉所长贾俊玲教授，北京化工大学文

法学院法律系主任薛长礼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王显勇副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陶文忠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李海明老师等作为嘉宾参与了本次论坛和

仪式。权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劳动法业务部门负责人万以娴博士担任主讲人。仪式和

论坛由我院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叶静漪教授、副所长叶姗副教授担任主持。 

首先进行的是“2012-2013 年度（第五届）权亚劳动法征文奖学金颁奖仪式”。权亚劳

动法征文奖学金在北大法学院已设立五度春秋，因此，今年的仪式也别具意义。叶姗老师代

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简要回顾了历年获奖情况，并组织与会嘉宾依次为获奖学生颁

奖。 

 

 

 

 

 

 

 

万以娴律师（左二）、贾俊玲教授（中）和个人一等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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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本届合作一等奖获得者、我院经济法学专业 2013 级博士研究生侯卓同学代表获

奖同学发言，他同时也是上届个人一等奖获得者，就读法学本科期间就开始积极参与权亚劳

动法征文奖学金活动。他结合自身的感受和思考，表达了对权亚律师事务所和我院劳动法与

社会保障法研究所的感谢，

重点谈了他对劳动法和社

会法的认识。设奖方代表

万以娴律师表达了她对权

亚律师事务所在北大法学

院设奖的期许和对劳动法

领域极富洞见的关注。贾

俊玲教授代表我院劳动法

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发言，

她回顾了我国劳动法从无

到有，艰难却迅速的发展

历程，高度评价了很早就开始从事劳动法业务的权亚律师事务所及其对中国劳动法事业发展

所作出的贡献，高度赞扬了万律师丰富的实务经验、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颁奖仪式结束后，万律师进行了题为“群体性事件对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经营之影响”的

专题讲座。万律师就当前劳动争议主要起因和特点、群体性事件引发的重大问题、群体性事

件的趋势和劳动者心态的变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分享了一起由其处理的外资企业兼并收购

案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的经历，同时也选取了近期引起广泛社会影响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等

实际案例，就其共同的特点和所反映的劳动争议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以此为

契机，就企业应对员工请求的策略、企业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预防机制等实践

问题和其他相关细节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同时，对参与讲座的嘉宾和部分同学的提

问，比如外资企业的工会在实践中为何能够发挥日益强势的作用、非营利组织（NGO）在外

资企业群体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答和友好的交流。本次论坛，万律师关

于劳动法相关知识和实务案例的生动而全面的分析，开拓了大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视

野，而万律师作为法律人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更是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听众。大家纷纷

表示在此次讲座中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最后，叶静漪老师进行了总结发言和点评，就权亚劳动法奖学金在我院创办的发展历程，

设立奖学金的目的、意义，以及“北大社会法论坛”的活动开展作了简单的介绍和回顾。并

对万律师取得的成绩和对我国劳动法事业所付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表达了对权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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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美好发展前景的祝愿，对同学们投身劳动法领域的学习、研究和“北大社会法论坛”

越办越好的殷切希望。 

据悉，权亚律师事务所将继续在我院设立劳动法征文奖学金，以进一步吸引和激励更多

的法学学子对社会法产生研习兴趣，鼓励优秀学子投身我国社会法治事业。 

背景资料： 

“北大社会法论坛”不定期举办，由北京大学法学院贾俊玲社会法学术基金支持、

北京大学法学院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所等主办，旨在展示社会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前沿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学术会议、学术讲座，不拘一格。 

（文/董学智 时秒 张昊 李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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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 公众知情—— 

2013 年“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周”活动顺利结束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五周年之际，为总结近五年来中国政府

信息公开的理念和实践，分享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优秀经验，提升公众知情权意识，培育公

开的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于 4 月 20 日-26 日举办了第三届“中国

政府信息公开周”（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Week , OGI-Week）活动，期间举办学

术讲座、学术沙龙、圆桌论坛、年度会议等一系列学术活动。 

4 月 20 日下午 2 时，2013 年“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周”系列学术活动的首场活动暨“治

道与治术变革：通过信息公开

促进善治”学术讲座在国家图

书馆学津堂隆重举行，北京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担

任主讲人。讲座中，王锡锌教

授主要讲述了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治道、治术与改革之间

的关系；第二、改革的目标、

路径与思维；第三、改革的现

实途径；第四、如何保持治理

技术对改变治理结构的持续推

动力。 

为了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当前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 4 月 20 日

和 21 日公众参与中心分别在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中心的志愿者们走上街头，走进校园，分发 3000 余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普法手册，

完成 200 余份调查问卷，并回答公众对相关信息的咨询。此次活动向公众普及了政府信息公

开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了解了公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评价。 

4 月 22 日晚 7 点，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情况观察与评价”为主题的青年沙龙在

凯原楼 309 室成功举行，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十余位

法学、政治学、信息管理专业的博士、硕士生参加此次沙龙，沙龙由北大法学院宪法与行政

法专业李文曾同学主持。过程中，大家从不同专业视角围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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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现状、地方创新实例、困境与挑战、指标评价体系设置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在中国当前的

改革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4 月 23 日晚 7 点，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周系列学术活动的第二场学术讲座 “信息公开对

行政法的影响”在凯原楼 303 会议室举行，中国政法大学刘莘教授担任主讲人，讲座由北京

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主持。 

刘莘教授主要围绕政府信

息公开对行政法的影响，展开以

下四个方面的论述：第一、信息

公开充实了宪法权利，保障了公

众的知情权；第二、信息公开使

得行政法体系再次扩张，统一公

法学的概念出现；第三、信息公

开对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有很

大影响，不仅要求行政结果合法，

还要求行政过程的合法与和合

理；第四、信息公开拓宽了行政的救济途径，行政救济方式的受案范围不再局限于人身权和

财产权，还增加了对知情权的保护。此外，刘莘教授就信息公开条例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 

4 月 24 日下午 2 点，“政府透明度建设中的环境信息公开”圆桌会议在法学院四合院

三进院会议室成功举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航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北京市社科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农学院、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国际自然资源保

护协会（NRDC）、自然之

友、长策智库、福特基金

会等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出

席会议，来自清华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

的十余位博士研究生参加

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

法学院李文曾同学主持。  

主持人首先介绍了举

办此次会议的缘起与背景。

随后各位与会嘉宾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杨素娟副教授在发言中肯定了 NGO 组织在推动环境信息公开中发挥的重要作



 

2013 年·总第 31 期 | 35 

 

 2013 

用，同时指出了当前地方环境信息公开中的困境。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吴琪律师介绍了

她所参与的中国环境法项目的运作情况及地方执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评估的具体指标，

同时论证了环境污染源全部公开的可行性。中国人民大学宋国君教授则认为空气污染的信息

不仅要公开与健康相关的信息，还要公开空气质量。环境信息的公开具有正外部性，政府需

要采取相应改革予以提供。来自自然之友的常成先生和葛枫女士主要介绍了自然之友在申请

环境信息公开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总结了当前申请中的主要困境，包括个人申请难、政府

部门以“过程性信息”为理由不予公布等。 

就环境信息公开所遇到的困境与挑战，嘉宾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宋国君教授认为应当

仿效美国，促进许可证制度的建立。田飞龙博士则提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商业秘

密也可以通过公共利益条款公开，因此症结在于行政机关选择什么样的立场。福特基金会贺

康玲女士认为，环境信息的公开需要 NGO 组织与学者的合作，共同推动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

随后，各位嘉宾都就此问题及环境信息的公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4 月 26 日下午 2 点，2013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年度会议暨“政府透明度建设中的官员信

息公开” 学术研讨会在法学院凯原楼一层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40 余位来自全国各地、各

单位的学者、政府官员及媒体记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 2013 年“中国政府信

息公开周”系列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副主任李媛媛老师主持，中国法学会行政法

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应松年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授先后致辞。 

开幕式之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教

授作了题为“政府透明度建设中的官员信息公开”的主题演讲。王教授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对

官员信息公开范围、公开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以及改革路径等方面做了非常精彩的

演讲。 

研讨会分两个单元进行。第一单元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甘超英副教授主持。南开大学法学

院赵正群教授以“官员信息与个人信息的辨析”为题进行发言，他主张对官员信息进行法理

定位，并探讨了官员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关系。之后，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李凡所长

在题为“信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官员财产公开的意义”的发言中风趣的评析了当

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中存在的严重不信任现状。在此基础上，李凡所长认为要重视“官员财产

公开之后由谁来核实”的问题，他还认为官员财产公开应从高层开始。法制日报社的记者万

静女士以“官员信息公开如何更具体可行”为题发言，她讲述了自己在从事记者工作中的亲

身感受，并希望与会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重点关注怎样使政府信息公开更有可操作性。中央财

经大学法学院高秦伟教授在点评中认为公开信息的官员范围可以适用“级别”加“领域”的

标准；我国缺乏对隐私权的专门立法保护，应加紧立法；另外还要重视关于财产权确认的立

法。在自由讨论中，中国政法大学王成栋教授认为官员信息公开有利于官员队伍的纯洁性；

中国信息公开的官员范围应扩大至包括村委会、居委会以及“红十字”会等机构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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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由北京市社科院成协中研究员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

杜万岐调研员，他的发言主题为“官员信息公开有利于树立威信和政府监督”。他认为中国

要推行改革开放、顺应世界潮流必须实行官员信息公开；官员范围不应局限于级别，一些级

别低、却拥有实权的官员的信息也应公开；官员信息公开要重视制度建设，但不能奢求一步

到位；国企领导也应纳入公开范围。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林研究员在题为“通过官员信息公开

达到政治良治”的发言中表示，官员财产公开不涉及理论争议，是一个有经验可循的制度；

官员信息公开有保护清廉官员的作用；官员信息公开可以采取增量改革的路径；中国律师行

业、媒体行业以及人大代表中的进步力量可以推动该制度的运行。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吴

军亮先生作了题为“朦胧的中国预算公开”的发言，他认为预算公开要做到“公开、透明、

规范、完整”，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如何实现“规范”与“完整”。国家行政学院褚松燕教

授在评议中强调官员信息公开价值层面的意义，她认为官员信息公开有利于公众对事实的确

认，有利于“治官”，并将促进社会清明。她呼吁官员要有使命感、责任感。在自由讨论环

节，农业部办公厅王小兵先生介绍了农业部的实践，并指出信息公开可以传播正面信息，传

递正能量；他认为在制度建设上还应考虑是否将党委系统纳入官员信息公开范围。国家行政

学院王静女士则认为官员信息公开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政权合法性建设的

要求。 

闭幕式由王锡锌教授作总结发言，王教授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诸多共识，也提

出了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他希望共同努力进一步推进官员信息公开。 

至此，2013 年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周活动圆满结束。带着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许，我们

将继续为推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努力。 

（文/李文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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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 

在美国成功举办 

当地时间 2013 年 5 月 3-4 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主办、北京大学

互联网法律中心和斯坦福大学法律与科技中心承办的第二届“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互联

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新建的 Paul Brest 会堂隆重召开。北京大

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亲自率领代表团参加会议，同行成员包括副院长王锡锌教授、互联

网法律中心主任张平教授、院长助理郭雳教授、杨明副教授以及博士研究生周辉等。 

本届研讨会是北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前沿领域战略合作的延

伸和继续。这是继 2012 年 6 月 12 日至 13日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第一届“北京大学—斯坦

福大学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后，中美互联网领域政产学研各界迎来的又一次盛会。

来自中美政府部门、学术界、科研机构和企业界的各位嘉宾代表，在研讨会上围绕“互联网

反垄断政策”、“网络隐私”、“平台版权责任”、“虚拟财产”和“专利诉讼”等五大热

点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开幕式上，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 Elizabeth Magill 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

守文教授、研讨会资助方腾讯公司总法律顾问艾文博先生先后致辞。美国国会众议员（加利

福尼亚州第 18 区）Anna G. Eshoo 女士专门为本次研讨会发来了贺信。 

Magill 院长开幕致辞 张守文院长开幕致辞 

第一个环节的讨论主题是“互联网反垄断政策”，由斯坦福法学院教授 Mark Lemley

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勇共同主持。互联网的兴起为反垄断法律带来了从网络效

应到专利用途等独特问题。究其原因为何？这些问题应如何解决？中美两国的应对方法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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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同？围绕这一主题，微软公司高级律师 Yannick Carapito、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知识

产权庭庭长孔祥俊、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亚波、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Scott A. Sher、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竞争执法

局反垄断执法处副处长赵亦勤先后发言。 

第二个环节的讨论主题是“网络隐私”，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互联网与社会中心隐私项

目主任 Aleecia McDonald 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知识产权专员陈福利共同主持。网络隐私在美

国和欧洲联盟已成为一个热门的问题，并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司依靠用户数据优化

产品和广告项目。但是，用户往往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滥用。这些问题应如何解决？围绕这一

主题，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技术专员 Dan Auerbach、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互联网与社会中心

民权项目主任 Jennifer Granick、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李长喜、北

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先后发言。 

第三个环节的讨论主题是“平台版权责任”，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 Paul Goldstein

主持。电影、音乐和书籍等内容在网上蓬勃发展。然而这些让互联网蓬勃发展的科技也促成

了几乎零成本的盗版模式，威胁着版权人的利益。政府虽已经牵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然

而近期版权人更倾向于利用如版权报警系统的私有执行机制。中、美两国可从对方的经验得

到什么启发？围绕这一主题，加拿大约克大学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副教授 Giuseppina D’

Agostino、新罕布什尔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刘家瑞、谷歌公司版权法务主任 Fred von 

Lohmamn、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政策和保护总监云轩、

百度专利事务部总监张劼先后发言。 

第四个环节的讨论主题是“虚

拟财产”，由同济大学法学院访问

客座教授孙远钊主持。谁拥有虚拟

物？网站或应用程式运营商的服

务条款如何限制用户对这些虚拟

物的所有权？一直以来，网上虚拟

物的所有权和交易都受到物权法、

知识产权法及合同法所规制。在中

美两国市场发展且日益重合的背

景下，如何解决这些法律原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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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产生的冲突？围绕这一主题，华盛顿与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Joshua Fairfield、腾讯

公司助理总法律顾问司晓、Greenberg Glusker 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Stephen Smith、北

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明先后发言。 

第五个环节的讨论主题是“专利诉讼”，由圣克拉拉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Colleen Chien

和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共同主任黄绅嘉共同主持。美国和中国的专利制度如何鼓励软件

和高新技术的创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如何在这两个专利制度中计算？软件是否有被授予

专利的资格？专利的获取和诉讼对确保自由操作有多大的重要性？围绕这一主题，奥瑞律师

事务所知识产权联席主席 Neel Chatterjee、阿里巴巴首席专利与技术律师尚青松、谷歌公

司资深专利律师 Duane R. Valz、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 Ronald Whyte、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先后发言。 

第五环节研讨 

在闭幕式上，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 Elizabeth Magill 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

教授先后致辞，总结全会，发人深思又不乏幽默。 

最后，两位院长对各位嘉宾出席会议、参加研讨再次表示衷心感谢，充分肯定了本届研

讨会在推动中美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交流的重要作用，共同宣布第三届“北京大学——斯

坦福大学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将于 2014 年在北京大学举行。 

（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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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家的义务与其发明的使命”讲座成功举行 

2013 年 5月 7 日下午，为庆祝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成立 20 周年，由北京大学国际知

识产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北大知识产权讲座”第九期在北大法学院凯原楼 307 室成功举行。

本次讲座邀请著名侵权法学者、美国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高级

研究员 George Conk 作为主讲嘉宾，由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实施(北大)研究基地副主任杜颖教授主持；北京交通大学讲师周琼博士点评。讲座的

主题为：“发明家的义务与其发明的使命”。多名法学院博士、硕士研究生前来聆听本次讲

座。 

Conk 教授在讲座中首先从历史出发，通过大量案例，介绍了侵权法归责原则在英美侵

权法中的演变历程，他将这一历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归责原则描述为“波浪形的发展轨迹”，

并提出，司法判例历史中出现的每一个归责理论和原则都是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权益之间权

衡的产物，同时也是司法经验的体现。这些原则包括 20 世纪中期的“过失原则”、“推定

知晓原则”和“使用者期望标准”，以及近期美国法院大量使用的“风险—效益标准”和“可

供选择的更为安全的设计方案标准”。Conk 接着介绍了瑕疵产品在药品和医疗设备领域中

的侵权问题，提出一系列诸如产品监护和药物生命周期理论等概念。在场的师生们随后就产

品瑕疵的界定标准、瑕疵产品侵权的赔偿额度的界定、产品制造者在产品监护和侵权赔偿之

间的选择等问题，向 Conk 教授提问，Conk 逐一作出了详尽的解答。最后，杜颖教授和周琼

博士就讲座内容，尤其是其中涉及的案例作出了精彩点评。 

 
George Conk 教授在讲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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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颖教授对讲座进行点评 

 
周琼博士在讲座中 

   

主讲人简介： 

乔治•康克（George W. Conk）是美国福德汉姆法学院（位于纽约市）路易斯坦法

学暨伦理学研究中心（Louis Stein Center for Law & Ethics, School of Law, Fordham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教授、高级研究员，美国法律协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

会员、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出庭律师执业资格获得者，曾任新泽西州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

出庭律师。康克教授曾在《耶鲁法律评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法律评论》等美

国最有影响的法学期刊上发表关于药品责任、产品责任等广受美国学术界、司法界关注

的文章，并曾将我国官方版的侵权法草案翻译为英文发表在《私法》、《福德汉姆国际

法杂志》上。 

（文/蔡元臻 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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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驰名商标法则,TRIPS 与‘素颜’包装”讲座成功举行 

2013 年 5月 9 日下午，为庆祝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成立 20 周年，由北京大学国际知

识产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北大知识产权讲座”第十一期在北大法学院凯原楼 307 室成功举行。

本次讲座邀请美国阿克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Jeffrey M. Samuels

作为主讲嘉宾，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杨明教授主持。讲座的主题为：“美国驰名商标法则,TRIPS

与‘素颜’包装”。多名法学院博士、硕士研究生前来聆听本次讲座。 

 
Jeffrey M. Samuels 教授在讲座中 

 

 
Jeffrey M. Samuels 教授（右）与杨明教授在讲座中 



 

2013 年·总第 31 期 | 43 

 

 2013 

 

  Samuels 教授在讲座中首先从驰名商标法则在国际法中的起源出发，介绍了驰名商标法

则在国际法中的发展过程。在讲述美国驰名商标法则时，教授挑选了最近 10 年美国司法判

例中的经典案例，包括 Grupo Gigante v. Dallo 案和 Fiat Group v. ISM 案。对美国各法

院和 USPTO 对于驰名商标认定、驰名商标法则与商标法地域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就驰名

商标法则进行立法的不同态度等问题的讲述，详细地展现了驰名商标在美国商标法和反不正

当竞争法下的保护现状。教授指出，美国法院和政府在驰名商标法则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较为

严厉，显示了清晰的本土保护意图。讲座的第二部分中，教授描述了国际商标法中一个较新

的领域，即“素颜”/简单包装(plain packaging)。简单包装虽然在大部分国家的现行法中

仍未涉及，但是这一新领域与传统商标权之间的冲突以及被波及的国家和企业所涉及的经济

利益，必定会掀起新一轮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博弈。最后，在场的师生们就美国驰名商标认定、

商标诚信意图使用等问题向 Samuels 教授提问，教授逐一作出了详尽的解答。 

 

主讲人简介： 

Jeffrey M. Samuels is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avid L. Brennan Professor of Law. He teaches courses in Trademark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ternational IP Law, Introduction to IP Law, Trademark 

Prosecution, Current Issues in IP Law, IP Policy and Politics and a seminar in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Professor Samuels has particular expertise in the areas of trademarks, domain 

name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His bar admissions include Ohio, District of Columbia, Virgini a, 

New York,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and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Virginia. Professor Samuels served as the 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patents and 

trademarks of the USPTO from November 1987 to January 1993. Prior to joining the Akron 

Law faculty in 1998, Professor Samuels was an Adjunct Professor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and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文/蔡元臻 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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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 

【作者】：[日]小津安二郎 

【译者】：陈宝莲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小津安二郎，日本电影导演。1903 生于东京，1923 年进

入松竹蒲田制片厂，1927 年正式成为导演。1962 年 2 月，

小津安二郎的母亲不幸病逝(他的父亲在他三十岁时过

世)，这是对小津安二郎晚年人生的最大打击，从此一病

不起。次年 12 月 12 日，小津安二郎病逝，是日正好是他

的六十  岁寿辰。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墓碑上只留下了一

个字：無。 

2002 年，小津安二郎入选英国《视与听》杂志‚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十位导演‛。在《视与听》

2012 年评选的‚史上最伟大的十部电影‛ 中，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东京物语》名列第三。2000

年，小津安二郎入选日本《电影旬报》‚二十世纪十大日本导演‛，名列第二名；在《电影旬报》

2009 年评选的‚日本十佳电影‛中，《东京物语》位居第一。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说：‚如

果我来定义为什么发明电影，我会回答：‘是为了产生一部小津电影那样的作品’。‛ 

【内容简介】： 

《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收录小津安二郎的珍贵文字，连缀成电影大师的光影人生，

揭示《东京物语》《茶泡饭之味》等不朽影片的创作秘密，亲述物哀之美等小津风的形成来由，

更有小津初次披露的人生故事。 

小津安二郎坚持‚电影是以余味定输赢‛的信条，脚踏实地只开小津独家的‚豆腐店‛：‚面对

摄影机时，我想的最根本的东西是通过它深入思考事物，找回人类本来丰富的爱……说那东西是

人性可能过于抽象，算是人的温暖吧。我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将这种温暖完美地表现在画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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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文化之春” 中央芭蕾舞团芭蕾三合一专场晚会 

主  办：中央芭蕾舞团  

            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时  间：2013 年 6 月 7 日（周五）、8 日（周六） 

晚 7：00 

地  点：讲堂观众厅 

 

昆曲《续琵琶》 

主  办：北方昆曲剧院  

         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演  出：北方昆曲剧院 

时  间：2013 年 6 月 21 日（周五）晚 7：00 

地  点：讲堂观众厅 

 

通向内在的旅途—十九世纪德-奥音乐和英语诗歌（一） 

大革命和内向超越 

主  办：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演  出：谈 晨 

时  间：2013 年 5 月 30 日（周四）晚 7：00 

地  点：讲堂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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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海 拾 贝 

——校 友 征 文 启 事 

也许，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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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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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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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也许，佝还用过更多更充满自

信的方式，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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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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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所有与佝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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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佝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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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发送至我们的联系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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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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不限，既可以回忆大学时光，表达自己的感受，抑戒讲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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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亍工作时间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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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