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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得貌美如花 

——献给赚钱养家的你 

 很久之前，在网上看到一句转载量非常惊人的话，转发者多是女生，

这句话如是说：“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这句话虽然没有

指明说话的主体，不过用脚趾也能想到，应该出自一位女生之口。不用细

究，单看转发量就能知道这句话戳中了多少人的心窝。 

我的社交网络中大多都是些 20 多岁、初尝世俗滋味的青年男女，他们

大多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男生还有英雄主义情怀，希望可以用一

己之力为爱人打造家的城堡，遮蔽一切风雨。常做的白日梦就是：在外奔

波辛劳一天，回到家有一温婉可爱之人守候，他一进门便献上一个温暖的

拥抱。喔，这样的孩子可能是被偶像剧给带坏了，他可没有问过我们女生

愿不愿意和他一起过这样的生活。女生呢，可能时不时会冒出这样的想法：

如果有一个既能干又迷人的男生在身边，生活该有多么美好。唉，这样的

孩子也被“王子和灰姑娘幸福地度过一生”的剧情给迷惑了。当下资源如

此紧缺，王子尚且不多，更况且还有白雪公主在等待王子的眷顾。 

好啦好啦，我们回到现实世界吧。不论性别，赚钱养家的肯定是你。

可当说到貌美如花的时候，说的一定是你！没错，就是在地铁上急急匆匆

补妆的你，在踏进公司电梯门之前换上恨天高的你，在离开家之前摸摸孩

子的头说“乖，妈妈下班就回来”的你！ 

世界早就大变样，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慢慢远去，男女主外女主内的

时代近在眼前，你可能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赚钱养家早已经不

是问题。可是亲爱的你，也一定要记得貌美如花啊。不是有句话说得好么:

女生啊，就该对自己好一些。 

当你的注意力都被工作和家务吸引过去，请记得留一点时间和空间给

自己，偶尔放空一下，让紧绷的神经和僵硬的表情都变柔和，也许你会发

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和一个更美丽的你。 

文/周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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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协同技术转移研讨会在北大召开 

3月7日至3月8日，由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主办的“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

协同技术转移研讨会”在北大举行。本次研讨会得到了 IARU成员大学的积极参与，来

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本哈根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科技部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北大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东敏教授、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博士、光华管理学院武常

岐教授代表北京大学作了主题报告。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王恩哥院士到会并致

辞。 

 

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协同技术转移研讨会会议现场 

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国际大学间技术转移、专利授

权与创业人才培养现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次论坛旨在就当前形

势下，深入研讨国际大学间技术转移与专利授权合作的有效途径与方式，分享创新企业

的培育与人才培养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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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敏针对高校、企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这一议题作了主题报告。他分析了高校目

前技术转移模式的不足，介绍了北大与政府和企业合作开展技术转移的新模式，指出了

在中国开展国际技术转移与孵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众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技术转

移机构负责人的主题报告，从不同角度介绍、论证并分享不同大学知识产权授权的发展

模式与经验。陈东敏代表主办方向大会提出在 IARU的成员大学之间合作建立知识产权

库与合作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方案，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大家深入讨论了该议

案的前瞻性与可行性，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本次论坛是北大作为 IARU成员大学承办的首次研讨会，会议促进了北大与 IARU 其

他成员大学之间的深入了解，尤其对推动国际大学间技术转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为进

一步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伸阅读： 

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英文：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简称 IARU)，作为一个由 10所国际领先的研究型大学组成的合作组织于 2006年成立，

致力于加强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合作，为未来世界培养领导人才。 

IARU成员大学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苏黎世理工学院、北京

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剑桥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和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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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王恩哥为北京大学校长 

3月 22日下午，北大在办公楼礼堂隆重举行全校教师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任免的决定。王恩哥同志接替周其凤同志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会议现场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潘立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袁贵仁，北京市委常委、市

委教育工委书记赵凤桐等领导出席了会议。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主持会议。 

受中央领导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北京大学校长

调整的决定，任命王恩哥为北京大学校长，因年龄原因，周其凤不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职务。 

潘立刚说，此次对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调整的决定，是党中央从高校领导班子建设的

全局和北京大学班子建设的实际出发，经过通盘考虑、反复酝酿、慎重研究以后做出的。

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享誉中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

年来，学校领导班子带领全校教职员工，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自觉服务大局，抓住

国家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机遇，团结奋斗、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都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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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立刚宣读决定并讲话 

在讲话中，潘立刚对周其凤同志为党的科教事业和北京大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他随后指出，王恩哥同志熟悉党的教育方针和高等教育规律，

办学经验丰富，组织协调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强，工作思路清晰、务实，学术水平高，

作风正派。党中央、国务院认为，王恩哥同志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合适的。他希望北京

大学党政领导班子和全体师生员工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定的精神上来，同心协力，将各

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袁贵仁在讲话中代表教育部党组完全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他说，周其凤在担任北京

大学校长期间，勤勉务实、锐意改革、热爱学生、公正廉洁，与全体班子成员团结合作，

为学校的发展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他代表教育部党组对周其凤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袁贵仁指出，王恩哥同志在北京大学历经多个岗位的锻炼，业绩突出，责任

感强，深受北大领导班子和广大师生信任。袁贵仁希望王恩哥不负众望，和领导班子一

起，团结带领全体师生，继续发扬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加快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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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贵仁讲话 

对北京大学今后的工作，袁贵仁提出了以下要求：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两会

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高等教育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弘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理论创新和学

术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进协同创新，提升科

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能力和文化传承能力；学习世界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依

照北京大学“2048”远景规划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步走”战略，走中国特色的发

展之路，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升班子成员的思想政

治水平和治校能力；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抓好作风建设，密切干部与群众的联系；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发扬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以教育事业为重，

以改革发展为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辉煌。最后，袁贵仁对一直支持北京大学建设

和发展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表示感谢。 

赵凤桐在讲话中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他对周其凤同志为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首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作出的重

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并相信在朱善璐同志、王恩哥同志和学校领导班

子成员的带领下，北京大学一定能够继往开来、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他表示，市委

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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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凤校长在讲话中深情回忆了近五年来在北京大学工作和生活的愉快经历，对全

体师生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完全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希望王恩哥不辜负党

中央、国务院和全体师生的期望，实现北京大学神圣而高远的目标。在发言中，周其凤

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五个梦想：让北大的学术研究更加出色，让培育的人才更加出色；

让热爱北大的人都能共享优秀的教育资源；让北大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让学校发

展有强大的基金支持：让红楼回归北大。周其凤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周其凤讲话 

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决定。他说，受命担任北大校长，深

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对学校历任领导班子和周其凤校长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发展作

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各级领导、全校师生员工和老领导老同志的信任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过去几年，周其凤校长以他的远见卓识、出色的领导才能、忘我的献身精神，为

北大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学校各项事业的长足进步都离不开他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

献。 

随后，王恩哥深情回顾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他和北大的不解之缘，

让他深知“北大校长”四字的重量。他说，当前，国家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北

大也站在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节点上。2012年，学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北大2048”

远景规划和“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北大要抓住机遇，明确发展方向，在加快创建世界

一流大学的征程中，保持守正创新，科学谋划，为实现中国梦和北大梦不懈奋斗。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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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表示，将谨记“空谈误业，实干兴校”，做一个尽心尽职的校长，以最大的热情和负

责任的态度去履行校长的职责。 

 

王恩哥讲话 

朱善璐代表北京大学党委、党政领导班子和全体师生表示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对

王恩哥同志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表示全力支持，对周其凤校长长期以来为北京大学发展建

设付出的辛苦、智慧和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朱善璐指出，王恩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热爱教育，熟悉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高等

教育规律，有很高的学术声望，是党长期培养的优秀学者，也是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

他回到母校后先后担任重要职务，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绩；王恩哥同志工作思路开阔、

工作扎实，组织协调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强，作风正派，待人诚恳，在干部群众中有很

高的威望。他表示，北大党委一定会全力支持王恩哥同志的工作，党政领导班子将紧密

团结，带领师生员工继往开来，开拓新的局面。 

朱善璐强调，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 115 周年，也是国家正式启动“985”工程 15 周

年。当前，北大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节点上，距离实现北京大学第 12次党代会提

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到 2018年北京大学建校 120周年时率先实现跻身世界

一流大学的目标不到 5年，时间非常紧迫。今天的大会不仅是宣布党中央、国务院的重

要决策，实现新老校长的交接，更是北京大学按照中央要求，落实各项奋斗目标，为实

现中国梦作出自己贡献的加油、充电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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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善璐讲话 

朱善璐提出，全校师生要以今天的大会为新的契机，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两

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以及上级对北京大学提出的要求，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把各项

工作做得更好。为此，要高举旗帜，坚定方向，坚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有北大特点的

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道路；要坚持科学发展，立德树人，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要改革创新，埋头苦干，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实际工作进程，在这个过程中，

要以伟大的民族梦为目标，以实现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梦为为民族作贡献的实

际抓手，踏踏实实，奋力开拓；要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要把主要精神和

着力点放在保持清醒的头脑、解决问题和攻坚克难上，把各项工作扎实推向前进；要围

绕创建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创建，不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最有力的保证。 

中组部干部三局、教育部人事司、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有关负责

人，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学校老领导代表，医学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机关直属附

属单位副处级以上干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

委员，院士、资深教授和中青年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离退休老同志代表，教代会

代表，校办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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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简介 

王恩哥，男，汉族，1957年 1月出生于沈阳，籍贯上海，中共党员，理学博士，教

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英

国物理学会会士（IOP Fellow）。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全面领导学校行政工作。 

1975 年至 1978年辽宁省辽中县乌伯牛公社知识青年。1978年至 1985年辽宁大学

物理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1985年至 1987年辽宁大学物理系教师，期间赴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交流学习。1987年至 1990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1990年至 1991年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博士后。1991年至 1995年法国里尔表面与界面实验室和美国休

斯顿大学博士后、副研究员。1995年至 2009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期间任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2007）；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筹）主任

（2004-2009）；中央党校中青班学员（2006-2007）；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研究生院

常务副院长（2008-2009）。2009年至今北京大学教授，期间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物理学院院长（2009-2011）；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务长（2011-2012）；北

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教务长（2012-2013）。2013年 3月任北京大学党委常

委、校长。 

2001 年至今任日本东北大学 JSPS访问教授、德国马普研究所 AvH访问教授、美国

斯坦福大学 GCEP访问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他巴

巴拉分校 KITP访问教授，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 ICTP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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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迎三八节举办“雅致•美”个人形象设计主题活动 

3 月 7 日下午 2:00，法学院工会主办的法学院女教职工积极参与的“雅致•美”个

人形象设计主题活动于凯原楼报告厅顺利举行。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北京大学工会文

化体育青年女工部部长张莹出席活动，解放军艺术学院专业造型老师程清担任主讲嘉宾。

活动由法学院工会副主席粘怡佳主持。 

 

法学院工会副主席粘怡佳老师主持 

 

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教授致辞 

首先，粘怡佳老师代表法学院工会祝福各位女同胞节日快乐，越来越美丽，并简要

介绍了此次活动的目的和愿望。随后，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代表学院发表致辞。他高度

评价了我院女教职工在法学院建设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和为学院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同

时为全院女同胞送上节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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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雅致•美”主题活动正式开始。程清老师首先对化妆的基础知识进行了深

入浅出、贴近实际的理论介绍；接着她邀请现场女教工作为模特，进行同步形象设计和

化妆步骤介绍；最后她还分享了皮肤护理和服装搭配技巧等知识。 

 

程清老师解释三庭五眼等基础知识 

 

张平教授担任美妆模特 

 

老师们到台前观摩 

 

老师们积极与造型师互动 

在“雅致•美”主题活动中，法学院女教职工积极与主讲老师互动，交流自己在日

常生活中的经验，并踊跃担任化妆模特。活动在欢愉活泼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本次活动

展现了法学院大家庭和谐温馨的氛围，体现了学院对女教职工的关心，也展现了法学院

女教职员工的知性美丽与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2013 年·总第 28 期 | 17 

 

 2013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法学院副院长及院长助理    

来访我院 

2013年3月21日上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法学院副院长Margareth 

Etienne 教授以及院长助理 Charlotte Ku 教授来访我院。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

教授、李鸣教授、邵景春教授、王慧副教授、张智勇副教授、唐应茂副教授以及对外事

务办公室主任李媛媛在法学院四合院接待了访客。 

  

王锡锌院长向来访客人致以亲切问候，简要介绍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历史与现状，

并特别介绍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目前的国际交流状况。Margareth Etienne 教授也介绍了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法学院的教学、行政以及国际交流概况。双方都表示非

常期待能够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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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与来访者就可能开展的合作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

双方在讨论中达成共识，两校法学院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学生交换、教职工交换以及学术

机构交流等方面展开合作。 

 

背景资料：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法学院始建于 1897年，是美国最古老最具名气的法

学院之一。该校 1923年获得美国律师协会认可，是美国法学院联合会的创始机构之一，

同时也是法律界所熟知的荣誉奖项“Order of the Coif ”的创始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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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实施中的几个问题” 讲座成功举行 

2013年 3 月 7日，题为“香港基本法实施中的几个问题”的讲座在北京大学法学院

凯原楼 303 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前首席法律顾问、现

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法律部部长冯巍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王锡锌教授、潘剑锋教授、汪建成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甘超英

副教授出席会议。 

主持人王锡锌教授简要介绍了冯巍部长的学术和工作背景，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

冯巍部长对此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北大法学院的师生能够更多地关注和研究香港问题，

理论结合实际，为中央政府处理香港事务提供帮助和支持。随后，主讲人结合自身的工

作实践围绕“如何看待一国两制”、“立法会功能界别议席”和“香港法院的违宪审查”

三个问题发表演讲。 

首先，冯巍部长介绍了一国两制的内容和他对一国两制问题的看法。他指出一国两

制中的“两制”主要是指内地和香港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即一

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与三权分立的区别，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

与自由型、高度流动型经济的区别，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区别。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

府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与内地关联性很小。而从政治学上说，如果一个地方政府享有很

高的自治权，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离心倾向，因此，香港与内地在某些问题上的博弈

也就在所难免。但冯巍部长强调，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必须被限定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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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立法会功能界别议席问题时，冯部长指出目前功能界别议席问题在香港社会

引发了较大争议，质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些界别的议席是团体选出的，而

不是自然人；第二，具有相同议席数的不同界别可能人数相差悬殊，这就导致了议席之

间的不等值。冯部长认为，对于功能界别议席的处理是直接涉及 2017年普选的重要政

治问题，需要认真细致的探讨以寻求合理方案。 

最后，冯巍先生探讨了香港法院的违宪审查问题。他认为，香港法院的“违宪审查”

是普通法传统下的既成事实，《基本法》第 11 条和第 158 条第 2、3款可以作为违宪审

查的法律基础。香港的法院在违宪审查中事实上享有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并已经具备

了决定香港社会的重大政策、处理重大的政治性分歧、发挥政治导向性作用等重要功能。

但由于《基本法》规定立法会通过的法律需要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香港法院的这

种违宪审查权是否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值得进一步研究。另外，由于违宪审查权的不

受限制性，这就要求法官拥有出色的专业能力、政治智慧、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良好

的自我约束。 

 

演讲结束后，王锡锌教授、甘超英副教授以及北大法学院的多位学生就自己感兴趣

的问题与冯巍部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气氛十分热烈。最后，王锡锌教授代表北大法学

院再次对主讲人冯巍先生表示感谢，并赠送了礼物，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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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法学院院长埃里克• 希尔根多夫教授 

讲座在法学院成功举行   

2013年 3 月 8日晚上六点半，由北京大学“杨春洗法学教育与研究基金”资助，北

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四

校联袂主办的“当代刑法思潮论坛”系列活动特别讲演，在北京大学凯原楼学术报告厅

隆重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客观归责理论：原理与问题”，由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法学

院埃里克•希尔根多夫教授主讲。 

 

 

 

 

 

 

 

 

 

论坛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梁根林教授主持，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冯军教授为本场的主点评人。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教授、车浩副教授、中国社科院

法学所樊文副研究员作为参评人出席了此次论坛，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江溯讲师

和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刘刚担任翻译。同时，此次论坛吸引了来自多个院校

的学生来到现场聆听。 

首先，希尔根多夫教授介绍了“若否（A），则非（B）”的条件因果关系理论，并

且指出，各种附加条件哪些是重要的这个问题在德国刑法学中曾经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论，

现在一般认为所有的必要条件在法律上是等值的，也即等值理论。然后，希教授分析了

条件公式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司法实践中总会出现一些运用条件公式难以解决的案例，

并且将这些案例具体归为三类：不需修正条件公式就可解决的因果关系的特别案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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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正条件公式才能解决的因果关系的特别案例、条件公式原理所不能解决的案例。在

此基础上，希教授指出，当前德国刑法理论界有诸多学者主张采用“客观归责”理论来

解决上述的第二、三种类型的案例。进而，希教授简要介绍了“制造、实现法所不允许

的风险”的客观归责理论的基本公式，并且对尽管符合条件公式但却缺少可归责性的九

种情形，结合具体案例做了详细说明。其后，希教授指出，虽然客观归责理论在学界被

认为是通说理论，但是判例迄今仍未接纳该理论。尽管该理论有许多支持者，但是它也

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希教授简要介绍了 Kindhäuser、Zieschang、Puppe、Frisch等

学者对于客观归责理论的批判性意见。最后，希教授总结道，客观归责与反对观点在非

可罚性范畴往往呈现一致性结论，二者只是在得出结论的方法上存在分歧。客观归责理

论的简洁性、宽泛与灵活性极富吸引力，但是这种特点也恰恰是客观归责的最大弱点，

因为它的基本公式过于不明确因而存在着有悖明确性原则之虞。最后希教授还指出，客

观归责是一个跨越国别的刑法学问题，期待以后能够和中国学者进行更多的探讨与交流。 

在点评阶段，王世洲教授以提问交流的形式首先做了发言。王教授认为尽管客观归

责理论争议很大，但是可以从简单的问题入手，即“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中的“法”到

底是指的什么含义。之后，陈兴良教授简要介绍了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理论的关系，并

且与希教授交流了关于归因与归责理论之间关系的看法；同时，两位学者还就中、德两

国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具体疑难案例以及客观归责理论的适用交换了意见。冯军教授则指

出，客观归责理论相对于相当性理论是更为清楚的，很多案例应当通过客观归责理论来

解决；“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中的“法”这个概念如果在实在法的概念中来理解则是清

楚的；同时他也特别指出，客观归责到底是构成要件还是违法性的问题值得深思。樊文

研究员则首先高度评价了希教授的演讲，同时他也对条件因果关系的思维模式是否已经

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提出了质疑，并且还对于客观归责理论将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都纳入

进来表示担忧。 

在点评互动的环节中，在场的同学也踊跃参与提问，希尔根多夫教授对此依次做了

答疑。整场讲座围绕着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理论展开了深入地讨论，在智慧的火花不断

撞击出来的氛围下，论坛持续了 3个小时，整个论坛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圆满谢幕。 

延伸阅读： 

 “当代刑法思潮论坛”每月举办一次，是由北京大学杨春洗法学教育与研究基金赞助

支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

法学院联合举办，除此以外，“当代刑法思潮论坛”还不定期地举办特别论坛，旨在展

现当代刑法学术前沿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专题性、系列性、学术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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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知识产权讲座在法学院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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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法学院成功举行，讲座先后邀请了美国 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 律师事务所著名律师 Jasemine C. Chambers以及合伙人 Dr. Karen 

K. Wong，和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律博士、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钊教授做为主

讲嘉宾与法学院师生分享与探讨有关知识产权的前沿理论。 

“北大知识产权讲座”第一

期在北大法学院凯原楼 307会议

室举行，本次讲座邀请美国

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律师事务所著名律师

Jasemine C. Chambers 以及合伙

人 Dr. Karen K. Wong 作为主讲

嘉宾。讲座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杨

明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

刘银良教授主席了讲座。讲座的主题为：“知识产权、创新与《美国发明法案》”。大

约有 60 名硕士生、博士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杨明副教授首先介绍了两位主讲人，并表示自己对最新的《美国发明法案》怀着极

大的兴趣，指出法案对全世界专利领域和相关行业的重要性。Chambers博士随后致辞，

她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到闻名世界的北京大学，能够来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她感到非

常荣幸。博士随后直接切入主题，与 Wong博士共同奉献了长达 4小时的精彩演讲，介

绍了知识产权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知识产权领域对就业率与美国经济的影响以及《美

国发明法案》中数个颠覆性的新条款等热点议题。杨明副教授、刘银良教授与在场的一

些学生们分别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与向主讲人提问并深入交换了意见。最后，杨明副教

授与刘银良教授分别代表北大知识产权学院与法学院向两位博士表示感谢，并邀请她们

今后再次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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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日上午，“讲座”第二期在北大二教 402 教室举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律博

士、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钊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为近百名法学院硕士生做了主

题为“著作权的无用与滥用”的讲座。 

孙教授在讲座中指出，从 90年

代起，所谓的“著作权误用”问题，

因计算机科技的普遍化所衍生的软

件、音乐和电影侵权而正式浮上台面，

成为国际间许多司法或行政诉讼时

经常需要处理的问题。权利人在面对

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和日益猖獗的

盗版侵权问题时，不可避免的总会希

望一方面能从法规或政策上获得更多的保护，另一方面则在实务上也自然会设法争取到

最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接着，孙教授向在场的师生提出：鉴于著作权在本质上便已

经是相当强势的排他权益，其中的拿捏和运用是否构成不正当交易？如果是，又应如何

妥善处理以维护这一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在随后的三个多小时中，孙教授围绕自己提出

的问题，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最后，张平教授代表北大知识产权学院与法学院向孙

教授表示感谢，并邀请他今后再次造访。 

 

嘉宾资料： 

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 提供范围广泛的服务，旨在为企业管理层与董事会所

面临的主要挑战提供帮助。该律师事务所在美国被公认为企业管理与融资、并购、私募、证券集

体诉讼、劳动法、知识产权以及反托拉斯等法律领域的领导者。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 

创立于硅谷，在奥斯汀、纽约、帕洛阿尔托、圣迭戈、旧金山、西雅图、上海和华盛顿特区设有

办事处。 

孙远钊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律博士，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台湾政治大学智慧

财产研究所暨法律科际整合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科技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律师，美国马里兰州公证人，并具有众多学府的访问及客座教

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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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瑜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 1月 

【作者简介】： 

刘瑜： 学者，作家，就职于清华大学政治学   

系。著有《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 

【内容简介】： 

作为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刘瑜

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之前的作品更多关注美国

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高。而本书更多关注东亚、

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

比如英国、俄罗斯、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

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而很多情况与现今

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这无疑让这本书更生动，

更接地气。 

喜欢刘瑜文字的人，在本书中仍然可以找到

惊喜，她是幽默的：‚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

上去挨骂。‛她还是犀利的：‚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

着灯呢。‛书中内容，包括、国际时政、政治书评影评以及一些个体化思考的杂论，更

为多样化，阅读上带有跳跃感，但并不会有断裂之感，相反，用刘瑜自己的话说：‚我

相信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

样的，而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国值得被反复和清晰地传递。‛ 

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并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

而本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

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

道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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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戏坊戏剧工作室 独角戏《我这一辈子》 

主 办：明戏坊戏剧工作室 

      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时 间：2013 年 4 月 1 日（周一）、4月 2 日（周二）晚 7:00 

地 点：讲堂多功能厅 

 

北京交响乐团 2013"春之声"北大专场音乐会 

主 办：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北京交响乐团 

指 挥：谭利华 

讲 解：谭利华 

演 出：北京交响乐团 

时 间：2013 年 4 月 12 日（周五）晚 7：00 

地 点：讲堂观众厅 

 

千手观音•生命花开——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专场演出 

主办：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中国残联直属机关团委、青联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演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时间：2013 年 4 月 26 日（周五）晚 7：00 

地点：讲堂观众厅 



 

2013 年·总第 28 期 | 3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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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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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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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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