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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丌负青春韶华？ 

如何不负青春韶华？那天看在 Love 版上的一个帖子，让大

家谈谈当年对喜欢的人做的傻事，看到下面的“回复”我只能

用感动二字形容。无论当年怎样的年少无知和或是任性无理，

无论结果是好还是坏，那都是我们的青春，带着那些回忆成为

更成熟懂事的人，成为更善良体贴的人，成为更温柔包容的人。

重要不是我们对过去的人付出了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把更

美好的自己留给了未来的人。 

我们都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份工作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

选择一个爱人也是选择了一种未来。有时我们的选择多，有时

我们的选择少，但是无论怎样，都应该选择自己所喜爱和乐意

付出的那一个。这样即便随着时光流转发生了好的或者不好的

变化，也能够欣然接受，不去悔恨和抱怨。青春不应该是充满

负能量的，而正能量最初的来源，就应该是自我满足感和价值

实现。但求无愧于心也便不负青春韶华了吧。 

现在的我依然在路上，我最喜欢的两个词是“从容”和“志

在必得”,因为它们既能体现一种自信又能体现一种风度，并且

如此优雅。就像当年我最喜欢用作结尾的一个句子“前方的路

上长满了荆棘，我却看到路旁开满了野菊花和野百合”。 

文/刘越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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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 1999 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地时间 5日 20 点 50分逝世，享年 95岁。曼德

拉离开了我们，加入了非洲祖先的行列。他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所追求的事业永存。 

曼德拉是当代历史唯一的这样一位伟人，他既受到东方世界的崇敬，也受到西方世界的

景仰。一位政治家从毫无自由的阶下囚成为世界上令人深深崇敬的伟人，在全球各地受到欢

呼和拥戴——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南方还是北方，穷人还是富人，黑人

还是白人，亚洲、非洲还是欧洲、美洲。这就是曼德拉，一个世界的奇迹。 

曼德拉曾经两次访问北京大学，1992年 10月他首次访华，5日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法

学博士学位。1999 年 5月，曼德拉总统应邀访华，成为首位访华的南非国家元首。访华期

间，他又一次访问北京大学并作讲演。纪念一位伟人的最好方式是用他的精神来激励我们，

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下面与大家分享 1999 年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词。 

 

  

1992 年 10月 5 日，北京大学授予曼德拉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时任北大校长吴树青(右)向曼

德拉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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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5月 6日，曼德拉和时任北大校长陈佳洱交流 

 

南非总统曼德拉北大演讲 

北京大学的校长先生，老师们，同学们，尊敬的来宾们，1992年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

贵校授予我的一个荣誉学位，今天，作为贵校的一名荣誉校友收到邀请又来到这里对贵校的

师生发表演说，我感到格外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荣幸。 

说这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因为这可能是我退休离开公职前最后一次对一所授予我学位

的高等学府发表演说，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本届政府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任期内、我的

最后一次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演讲。 

我也许还要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我刚刚所说的事实也提醒我，在进入新的千年的时候我

一定会失业的，而且我也不知道那时还有多少大学愿意听一个老头发表演讲，尽管他是一位

前总统，但这个老头除了他年纪大点已经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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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说这个场合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因为我刚刚所说的那些事实。过去很多年

间我曾在很多国家对很多机构、组织和各个方面发表演说，实际上任何一个这样的场合都是

独一无二的。每一次这样的场合都涉及一种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而现在就涉及南非人民

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每一个这样的场合都表明了理想之间的密切联系，就像北京大

学特有的学习传统和南非人民不断追求自由和正义传统间的密切联系。 

 
 曼德拉在北京大学演讲 摄影：王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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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这样的场合我们都发现有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能够

获得知识并拓展人类自由的疆界。每一个这样的场合都是对人们给予我们的声援和支持的纪

念和庆祝，正如多年来中国人民和政府在南非争取独立和自由过程中给予的毫不动摇的政

治、外交和物质方面的支持；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也是对南非人民在奋斗过程中取得的成就的

一种敬意；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也是我们在重建伙伴关系方面所作的承诺。 

尽管国家间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它们也是由一些共同的因素所构成。这些因素也

决定了人类在这个世纪将要结束时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在实现民主之后，南非人民最基本的需求问题得以解决，特别是那些最贫困的人民的问

题。从这个过程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得到启发，想要建立名副其实的民

主的体制，就要确保这个体制能给那些由于受到压迫长期处于贫困的人民带来生活方面实实

在在的改善。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像现在一样处于无家可归、饥饿和文盲的状态，我们的

自由将是非常脆弱的，我们的文明将会成为一句空话。虽然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已经取

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拥有强劲的经济和可持续的增长，这也反过来确定了我

们要和许多国家，应该说是全世界要一起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来源于我们经济体制

间的相互依存，来源于现在全球化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但我们必须保证，全球化不仅仅是能使强国获益，也要给贫困中的男女老幼带来利益。 

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或地区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我们要确保管理国际贸

易和投资的多边机构得到改革和调整，从而能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我们必须消除

非洲越来越边际化的根源。南非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国，中国也在和 77国集团交往中能

发挥重要作用，我想我们两国都能在这方面作出特殊的贡献。 

现在全球还面临第二类重要挑战，就是和平和安全方面的挑战。在此我们也需要采取一

种多边的方式。在一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的毁灭性的战争之后，

联合国作为一个要求人们采取集体行动解决冲突的世界组织得以建立。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科索沃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十分担心。一方面，世界人权宣言中

所规定的人权，在种族清洗过程中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由于它的一些常任

理事国采取单方面的和破坏性的活动而被漠视。这两方面的行动都必须遭到最强烈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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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到担心，不仅仅因为它即期的影响，也因为它像发展方面的挑战一样，使得我们

对于国际机构产生了怀疑。在这个目睹了如此多的痛苦的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怀疑世

界还能否承受这样的风险，那就是：这个应该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和

发展的机构的权威遭到破坏。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和南非是国际社会的两个成员，同时他们也是分属亚洲和非洲的两

个国家。当这两个大陆和大陆上的人民的命运被更强大的殖民力量所掌握的时候，我们的古

老文明和商贸之间的联系都遭到了破坏。今天，你们，亚洲正在崛起，非洲也在复兴。与此

同时，非洲和亚洲之间必须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为此要有一个新的国际际秩序来促进公

平、维护和平，要能在国际组织的决策中反映出这样的准则，特别是非洲边缘化的这种威胁

必须得到消除。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以及一个国际事务上的领导国家，可能作出的贡献怎

么强调都不过分。南非虽然能力有限，也愿意尽其绵薄之力与中国进行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

在发展我们的友谊的同时我们也要将这种友谊反映在我们强有力的双边关系当中。我可以自

豪地讲，在我们民主国家建立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扩大，

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女士们先生们，我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我们进入新千年时的一些挑战。这些困难也使我

们想到，五十年前人们的许多希望到今天还没有能够实现。我这样说并不是要鼓吹一种绝望

的情绪，而是要敦促大家维护在实现共同理想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还要保护和改善我们在

解决问题方面应采取的集体和多边的方式。任何一代人所能实现的最好的目标就是在应对挑

战方面取得进展，并为后来人做好铺垫。 

在过去很多次今天这样类似的场合，我的经历都使我相信：在斗争过程中，每当我们需

要的时候，世界各国人民都会以人道主义的精神给予帮助。知识和科学的进步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全球性的舞台，全球人民都能进行合作，为实现自由和过上更好的生活的目标作出贡献。

因此，我呼吁知识界的各位能够帮助制定一些有助于实现这些理想的政策。让我们一起实现

亚洲和非洲建立起新型伙伴关系、中国和南非间建立起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理想！再次感谢各

位给予我的荣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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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务长艾伦•加伯一行来访北大 

12月 16日上午，哈佛大学教务长艾伦•加伯（Alan Garber）及随行人员来访北大。北

大校长王恩哥、副校长李岩松，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沉简，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等在临

湖轩中厅会见了来宾。 

 

 王恩哥校长会见艾伦·加伯一行 

王恩哥对加伯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在介绍中强调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发展情况。

他表示，北京大学已有 8 所分布在北京、深圳等地的附属医院，目前正在新建一所达到国际

化标准的国际医院，预计将于 2014 年 9月落成并开始运营。 

会面中，双方在医学院的管理与发展方面交换了意见，并在关于教授教学与研究等工作

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交流。此外，双方还就商学院等相关学院的合作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随后，王恩哥还就北大学生赴美学习深造的问题和加伯教务长展开了讨论，并提到一些

中国学生在深造时可能会选择更改专业方向、挑战高难度专业等问题。加伯教务长十分支持

学生尝试不同领域的专业学习，并认为这样有利于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以及进一步了解自己

的需求。 

最后，双方互赠纪念品，并合影留念。（文/张勿扬） 

背景链接：艾伦•加伯于 1982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3 年获得斯坦福大

学医学博士学位。自 2012 年起担任哈佛大学教务长，他同时担任哈佛大学 4个学院的教授，

分别是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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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的未名湖 

 
      春色中的一塔湖图 

 

 
 

 

 

     

   未名湖的四季轮回就是我们

匆匆急行的脚步，从春到夏，从

秋至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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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进望去，这片诗人的海洋下掩藏了多少少年人的心事和梦幻。 

 

 

 

   

坚贞的友谊就在这

湖面的佝拉我扯中

日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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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在冰面上。亲爱的们，还记得那些扑倒在未名湖上的日子吗？ 

 

 

    

     

      飞翔吧， 

      冰面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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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来访我院 

2013年 12月 3日上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院

长助理郭雳老师、北京大学斯坦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Andrew J. Andreasen 在凯原楼院长办

公室亲切会见了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 Mariano-Florentino Cuéllar 教授。 

 

首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对 Mariano-Florentino Cuéllar 教授的来访表示热

烈的欢迎，并介绍了斯坦福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间交流的成果，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交流的愿

景，吴志攀表示两校间的合作会带来文化间的碰撞和思维的交流，给中美两国的交流做出贡

献。 

随后，张守文院长与对方就各自学院的发展情况和学术成果进行了交流。斯坦福大学法

学院作为世界一流的法学院，在众多领域都有着优势，尤其是地处硅谷和加利福利亚州，使

得其在新兴科技领域的法律研究方面保持着领先。双方也对于法学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交换

了意见。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是目前全世界法学院都面临着的问题，需要积极应对。在全球

化的问题上，主动加强自身的国际化是一项应对的手段，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法学

院都在积极拓展和加强国际化，因此也希望在双方现有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和富有成

果的合作项目。 

最后，张守文院长向 Mariano-Florentino Cuéllar教授赠送了礼品。此次会见是北京

大学法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交流合作的见证和加强，同时也标志着北京大学法学院进一

步迈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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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一行访问法学院 

2013年 12月 10日上午，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一行访问法学院。法学院

院长张守文，副院长汪建成会见了来访客人。 

 

朴仁国总长介绍了韩国教育财团在中国发展和开展活动的情况。该财团长期支持北京论

坛的举办，并在亚洲建立了许多研究中心，举办了一系列促进中韩学术交流的活动。财团希

望能够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专家参与财团的活动。 

随后，张守文院长介绍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在推

动中国法治建设和改革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同时张守文院长也特别介绍了法学院在国际化方

面所作出的努力，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与韩国首尔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 

此次会面是双方合作和友谊的开始。双方期待在包括在国际法等领域研究、学术资料共

享、学生模拟法庭以及设立讲席教授等合作领域进行深入探讨，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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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公司与法学院加强双边合作见面会成功举办 

12 月 11日上午 9:00，英特尔公司与法学院加强双边合作见面会在法学院四合院会议室

成功举办。法学院院长、法治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守文，法学院副院长、法治与发展研究院

秘书长沈岿，法学院教师张平、凌斌、杨明、薛军等出席了见面会。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戈峻，英特尔亚太区专利政策总监林彤与英特尔中国法律政策总监雷凌飞出席了见面

会。本次会议由薛军老师主持。 

首先，张守文老师致欢迎辞。他代表法学院对戈峻先生一行表示了欢迎，并指出，英特

尔公司与法学院未来还有很多的合作方向，希望通过对已有成果的汇报和交流促进下一步的

合作取得更大的成绩。 

随后，戈峻先生代表英特尔公司致辞。他感谢北大法学院对英特尔的认可，并表示英特

尔一直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希望能参与到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为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双方合作前景非常广阔，相信

通过共同的努力，未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之后，沈岿老师介绍了法学院和英特尔已有合作的基本情况。他对于英特尔提出的与中

国社会共同进步的理念表示欣赏，并简要回顾了双方的合作历史。 

与会人员就未来

的合作进行了讨论交

流。重点讨论了合作设

立“英特尔法治与发展

高端论坛”以及 2014

年共同举办国际研讨

会等事宜。 

讨论结束后，张

平、凌斌、杨明、薛军

等老师简要报告了与

英特尔合作的项目。四

位老师分别从不同的研究领域汇报了项目的研究背景和主要内容，介绍了项目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并说明了项目未来的研究规划。英特尔公司林彤女士、雷凌飞先生分别对合作项目的

情况进行了简要点评，高度评价了已经取得的成果，并提出了建议和希望。 

最后，张守文老师与戈峻先生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合影留念。 

本次英特尔公司与北大法学院的合作见面会，展示和汇报了双方过去合作的成果与进

程，讨论、交流了未来合作的方向和规划，并通过签署协议加强了未来的合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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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英知识产权沙龙成功举行  

庆祝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建院 20 周年 

12 月 4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和英国大使馆联合主办、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承办、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发展协会协办的“中英知识产权沙龙——互联网时代的版权法改革”，在

凯原楼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为 2013 年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建院 20 周年系列活动划上圆

满句号。 

4日下午，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会见出席沙龙的英国知

识产权局局长 John Alty 一行，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平教授参加会见。张守

文院长高度评价英国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做出的杰出贡献，指出中英知识产权沙龙系北大法学

院与英国知识产权局合作的良好开端。英国知识产权局局长 John Alty 对北大法学院在国际

法学院中的地位给予高度肯定，愿与北大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在互联网时代版权法改革、

知识产权评估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 

 

张守文院长会见 John Alty 先生 

下午 3 点，作为“中英知识产权沙龙——互联网版权法改革”的前奏，中英专利沙龙在

凯原楼 307会议室举行。英国知识产权局副司长 Andy Bartlett 与我院师生对专利历史，以

及专利蟑螂等近期专利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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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专利沙龙的 Andy Bartlett 以及北大知识产权学院师生 

晚 6：30，“中英知识产权沙龙——互联网时代的版权改革”正式开始。出席沙龙的北

大法学院代表：法学院院长、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常务副

院长张平教授，法学院副教授杨明，法学院刘银良教授，法学院刘东进副教授。出席沙龙的

英方代表：英国知识产权局局长 John Alty、英国知识产权局副司长 Andy Bartlett、英国

驻华大使馆高级知识产权官员杜涛。中国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司长于慈珂、原国家版权局

版权司副司长许超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沙龙由北大法学院副教授杨明、英国驻华大使馆高级

知识产权官员杜涛共同主持。张守文院长与国家版权局管理司司长于慈珂分别发表致辞。英

国知识产权局局长 John Alty与张平教授先后发表主题演讲。 

John Alty 先生以版权法改革为题，从《哈格里夫斯报告》出发，就传统版权与数字经

济的嫁接问题，国际条约与版权，版权的价值与互联网时代版权许可趋势等方面做精彩演讲，

指出英国拟通过建立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互联网时代英国版权法的两大问题：一是

现有版权授权体系的复杂与高价；二是用户难以在不同领域获取合法版权作品。 

 

John Alty 先生作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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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教授基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及国际背景，作题为 “网络环境下版权授权机制改

革”的演讲。张教授在深入分析互联网出现导致的版权侵权的普遍性、广泛性后，指出互联

网时代传统版权授权机制的局限以及世界各国不同授权机制改革方式的优劣，并重点展示了

北大知识产权学院下属研究机构——国家数字版权研究基地在 2009 年研究、已对外发布并

获得不同程度应用的成果：版权自助协议。张教授指出，版权自助协议既提供版权人不同授

权机制的选择（尤其是可以选择多种保留经济回报的模式），又让互联网时代使用人可以像

在商场购物一样自由合法地购买作品。 

 

张平教授作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后，进入小组讨论及现场即兴问答环节。John Alty 局长、许超先生以及张平

教授，与北大知识产权学院校友、在校学生、律师及企业法律顾问等对互联网时代版权法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讨论持续一个半小时后圆满结束。 

 

中英双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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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京港大学生“一国两制”法律问题研习营活劢成功举行 

12 月 2日至 6日，由香港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大学法学院二十余同学参加的京港大学生

“一国两制”法律问题活动顺利举办。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

任王锡锌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饶戈平教授，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王磊教授分别出席了本次研习营的相关活动。 

研习营于3日上午在凯原楼307会议室进行了香港与内地司法实务之比较的交流讨论活

动。在讨论会上，京港营员就香港与内地法律发展的差异、如何相互借鉴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两方分别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促进了双方营员对“一国两制”的理解。随后京港人员一起参

观了北京大学与北大法学院。 

3日晚上，研习营在凯原楼 303 参加了“信息公开的现状与未来：国际视野的观察”讲

座。王锡锌教授在主持中首先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并对讲座主题作了阐释。在主题演讲中，

法律与民主中心执行主任、信息自由比较研究专家曼德尔教授分别从对信息公开的概念的界

定、概念的发展、法理基础、主要推动力、关键的法律特征等方面进行演讲。随后港方营员

积极提问，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参加曼德尔教授讲座 

4日上午，“国家对香港地区的管治权”主题讲座在凯原楼 307会议室举行。饶戈平教

授就国家对港澳地区管治权的正当性、国家对港澳地区管辖权的主要内容与如何看待国家管

辖权与港澳自治权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随后，京港营员积极提问，解答心中的疑惑。

下午，京港营员一起参观了天安门、鸟巢等北京地标性建筑。 



2013 年·总第 35 期 | 23 

 

2013 

 

 
饶戈平教授讲座 

 

 
与饶戈平教授合影 

5日上午，“一国两制基本法律问题”专题讲座在凯原楼 307会议室举行。王磊教授就

“一国”与“两制”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讲解，京港营员就香港自治权等问

题进行了提问，表达自己的见解。下午，京港营员访问了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事务所执

行合伙人吴冠雄律师与营员们展开座谈并引导大家参观了事务所办公环境。通过参访，营员

们对内地律师职业的基本现状有了直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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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教授讲座 

 

 

 
与王磊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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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冠雄律师座谈 

 

 
参观天元律师事务所合影 

本次“一国两制”研习营活动的顺利举办，加深了京港双方营员的相互理解，提升了双

方法律人的共同认同感，促进了法律思维的碰撞。同时，也利于内地与香港法律的协调与双

方友谊共生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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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卓亚法治论坛成功举行 

12 月 8日下午，由北京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

学院及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第一届卓亚法治论坛在凯原楼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此次论坛的

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保障”，意图为改革的顺利深入提供思路。全国人大原副委员

长顾秀莲，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宋大涵，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建，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阚珂，新华社副社长路建平，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卓亚

经济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保树特邀出席。众多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了本次论坛。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顾秀莲 

首先，北京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周成奎致辞。

周成奎先生介绍了本次论坛出席的嘉宾以及流程，并阐述了举办座谈会的目的与背景，宣传

了卓亚法治论坛作为民间组织的力量发挥的作用及其法治理念。最后他对各位嘉宾的关心与

支持，对北京大学法学院提供举办场所，对卓亚论坛的支持，对新闻媒体单位的支持表示衷

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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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周成奎 

随后论坛进入主旨发言环节。该环节由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主持。北京大学常务

副校长吴志攀发表了题为《政府于市场：依靠法治确保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讲话。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以《市场、政府与法治的关系》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

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陈光中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司法体制改革》

为题谈谈自己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看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 

 



2013 年·总第 35 期 | 28 

 

2013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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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陈光中 

之后，论坛进入专题讨论环节。该环节由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主持。中央党校教

授周天勇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可能遇到的问题》为题向在座各位提

出城镇化中房地产的几个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就《行政体制改革与法治

政府建设》提出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的独立等令人深思的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梵

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宪法课题》为题强调宪法之于改革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

文就《财税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介绍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财税体制改革，并对

中国法学教育和学科建设提出自己的建议。在专题讨论的最后，参加论坛的同学们就各位老

师的发言中的问题与老师们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 

最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闭幕致辞。黄进教授表示本次论坛有与时俱进、真知灼见、

精诚合作的三大特点，并提出自己对“全面深化改革与法治保障”主题的看法与建议。同时

他表示这是第一届卓亚法治论坛，他翘首以待，期待随后的更多届的卓亚法治论坛，为中国

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最后他宣布第一届卓亚法治论坛到此结束。 

第一届卓亚法治论坛的举办建立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背景之下，意图为改革的顺利深入提供思路。本次论坛

说明了以法治保证制度良性运转与完善的必要性，体现了法学界法律界心怀天下、勇于担当

的胸怀，更表现了法学界法律界已经承担起固化改革成果、持续改革动力、优化改革路径的

重任，对保障重要改革举措与重大改革方案的良好落实与执行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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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像朊友在深夜跟佝在叙述，叙述他走过的千山万水。那么多篇章，有温暖的，

有明亮的，有落单的，有疯狂的，有无聊的，有胡说八道的。当佝辗转失眠时，

当佝需要安慰时，当佝等待列车时，当佝赖床慵懒时，当佝饭后困顿时，应该都

能找到一章合适的。 

   我希望写一本书，佝可以留在枕边、放迚书架，戒者送给最重要的那个人。

从佝的全世界路过，随便打开一篇就可以了。 

作者简介  

    张嘉佳，毕业亍南京大学，出版小说《几乎成了英雄》《情人书》《刀见笑》。

所著《小夫妻天天恶戓》《姐姐的故事》等文章也反响巨大。曾任电影《刀见笑》

编剧，获 2011 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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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法建交 50 周年 

浪漫法兰西之夜——2014 新年芭蕾音乐会 

主办：中央芭蕾舞团    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演出：中央芭蕾舞团 

演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 

时间：2014 年 1 月 2 日、3 日晚 7:00 

地点：讲堂观众厅 

 

2014“海之声"新年演出季 北京京剧院《云之上》 

主办：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委员会 

承办：海淀区演出联盟、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演出：北京京剧院 

时间：2014 年 1 月 13 日（周一）、14 日（周二）晚 7:00 

地点：讲堂观众厅 

 

 

孟京辉戏剧演出季 ：经典戏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 

主办：孟京辉戏剧工作室 

   北京大学会议中心 

主演：刘晓晔 韩鹏翼 

时间：2014 年 3 月 21 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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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章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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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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