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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别一三，迎接一四

翻开 2013 年最后一页时光

轻轻打开新年这扇新颖而喜悦的窗

2013 与我们渐行渐远

2014 正向我们款款而来

新年

仿佛清晨破云而出的朝阳，裹着露幻化的雾

给世界带来清新的深呼吸

仿佛初生的婴儿，纯然无瑕，张着新奇的眼睛

给生活带来无尽的新的希望

一三一四的衔接，仿佛一生一世的承诺

我们相信

挥别的一三，在收获中蕴含着希冀

迎接的一四，定会将这希冀收获成果实

在一四新年到来之际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祝福我们法学院

祝福我们亲爱的校友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文 / 朱元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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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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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的阳光，平凡的力量

——《北大青年》2014 年新年献词

  我们一起感怀逝去的一年。长空鸣雁，芦花飞扬，不知不觉中树

木添了年轮，父母添了皱纹，而当年的年少轻狂也稳重了几分。或悲

或喜，或苦或乐，或梦或痛，都在这新旧之交的日子，凝成一个句号，

让我们在心里，寻找新的开始。

    

  我们一起迎接燕园的阳光。燕园常新，阳光常在。对我们来说，

以及和我们一样对善良与美好抱有憧憬的人们，阳光是永恒的。它存

在着，生长着，为的是让人们在最单纯的精神传统中相逢，在最渊博

的历史积淀中汲取力量。

     

  无论是卖糖葫芦的小哥，还是南门保安；无论是万泉河小学的校

工子弟，还是第二教学楼的夜行族，值得我们书写的，不是他们的平

凡，而是他们的梦想。我们深知，每一群人中都有英雄，每一个人都

有梦想。所有的英雄、所有的梦想，汇聚在一起，正是中国真实的模

样，正是时代进步的力量。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力量，无论是你，抑

或是他。

    

   “不要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 , 而要问我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

正在走向社会的中坚，不是因为我们身居庙堂，不是因为我们腰缠万

贯，我们甚至不比我们的父辈更优秀，只是因为我们身处这个历史关



校友录 2014

2014  年·总第 36 期 | 6

口、身居这所光荣学府，我们有机会把中国变得更好，就有责任把中

国变得更好。

    

  当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时代，当有一天他们追问

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无愧于心：我们没有推卸责任，更没有辜负良

知，为了文明、秩序与进步。在那些年里，我们，为这方校园，以至

为这个国家，曾经竭尽所能。

    

  从红楼飞雪到未名塔影，启蒙的使命从未消减，常识的回归从未

结束，德先生、赛先生从未离开。北大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格调。

我们企盼这所校园能哺育出这样一群学子：现实者不功利，理想者不

空谈，仁爱者不软弱，刚直者不偏激 : 每个人都是尽责的公民，每个

人都能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每个人都能为他人的幸福拓展纵深。

  

  一湖一塔，守护这片圣地；新人新梦，孕育它的灵魂。生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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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让一部分人变得浮躁、虚伪、“精致地利己”；但生在这

个时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接过启蒙与复兴的大旗，做一

个北大引以为荣的公民。唯有如此，北大之梦、民族之梦才有了

最真切的依靠；唯有如此，我们对燕园的爱才会显得更加平静、

深沉而坚定。 

  只要我们往前一步，这个国家就会往前一步。在解构的年

代、怀疑的年代，更需要我们擦拭信仰与希望：去关注，去担当。

2014，从燕园前进，去改变。

  《北大青年》报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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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2014 新年联欢晚会王恩哥校长寄语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 , 2014 年即将到来。在这个辞旧迎新的美好

时刻，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向全校师生、科研工作者、医务工作者、

广大干部职工、海内外校友以及未名 BBS 的网友们致以新年最诚挚的

祝福！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与大家共迎新年，感到既熟悉又新鲜。

熟悉的是，每年这个时候，全校师生代表都会在这里尽情欢乐、共同

守岁，这已成为北大的传统，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的

共同记忆。一年又一年，我们的手握得更紧，心靠得更近，情聚得更

浓。新鲜的是，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有新的喜讯要报告，都有不同

的感动要分享，都有难忘的人和事要铭记，都有美好的蓝图要展望。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未来一年北大要做

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有雄心壮志，更要埋头实干。我们一直在路上，

我们将永远努力、走在前面！

  曾两次造访北大并被授予北大名誉博士学位的南非前总统曼德

拉，在历经 27 载铁窗生涯后曾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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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

其实我仍在狱中。”曼德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拥有坚定的理想，更

在于他深信，爱是实现理想的伟大力量。我们要学会用温暖融化冷漠，

用宽厚化解刻薄，用爱来改变世界！

  2013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我校同学回信，勉励同学们勇

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努力使自己成为祖国建

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我们每个人都

是站在北大宽厚的肩膀上仰望星空，让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教诲，胸怀

理想、心有大爱，去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最后，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更加精彩的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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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大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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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研途寻梦
——2014 北京大学研究生新年晚会

  12 月 23 日晚，“研途寻梦——2014 北京大学研究生新年晚会”

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在这里，北大师生共同回首即将告

别的 2013 年，展望即将到来的 2014 年，共同踏寻梦想的踪迹。北京

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明利、校团委书记阮草、

校团委副书记李楠来到晚会现场，与学生们共襄盛举。

 

  晚会分为三个篇章：光彩流溢未名间的许梦篇，乘风破浪逐梦人

的追梦篇，影映博雅星辉延的圆梦篇。伴随着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团

带来的精彩皮影戏，在山中少年渴望来到北大，来到未名欣赏月光的

情境下，现场走进了精彩纷呈的许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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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北京大学钢琴社带来的双钢琴表演《Libertango》，表演者的

手指仿佛是在琴键上翩然起舞的舞者，音乐时而激昂时而安静，带领

观众进入了一个纯净的音乐国度；接着，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何雪婷、

宋洋洋表演的相声《我有一个梦想》，既汇聚了绕口令等传统元素，

也将当今时事热点、电影大片加以改编，包袱连连，笑点不断，赢得

了全场欢呼与掌声，通过表演者关于学习英语、展现艺术、憧憬律师

的美好愿望，展现了当今大学生敢于追梦的勇气。

 

  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办的这场新年晚会将现代与传统相融合，

集视觉盛宴与听觉盛宴于一体，无论歌曲、舞蹈，还是相声、魔术，

都围绕梦想二字展开，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寻梦之旅。

  晚会在北大研会录制的视频《2014·On the way》中落下了帷幕。

2014，梦想，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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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法忆年华”
——法学院 2014 年新年晚会

  11 月 28 日晚，由法学院学生会主办的“法忆年华”法学院 2014

年新年晚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观众厅隆重举行。法学院院长张守文、

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潘剑锋、副院长汪建成、党委副书记杨晓雷及社会

各界嘉宾代表出席并与法学院广大师生共同观看了晚会。

 

  法学院新年晚会作为学院一年一度的欢聚活动，已成为学院师生

及各界人士联络感情、沟通交流的传统文化项目。此次新年晚会按照

勤俭节约、简朴热烈的原则，由法学院学生自行筹备组织，晚会全部

开支均由社会各界赞助支持。晚会的成功举办，展现了法学院师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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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向上、心怀天下的精神面貌，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感情，增强了学院

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鼓舞着全院师生为新一年法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

进步不懈努力。

 

  此次晚会还通过提前编码，增加学院各个年级、班级和专业的互

动和了解，让在“无法不相逢”的磁场下，使北大法律人更好的聚合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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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中国梦 北大梦
——2014 新年联欢晚会

 

  2013 年 12 月 31 日晚的百周年纪念讲堂灯火辉煌，一片欢腾，洋

溢着新年将至的热烈气氛。北京大学 2014 年新年联欢晚会在这里隆

重上演。校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王恩哥，原校长许智宏，党委常务

副书记、副校长张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

书记敖英芳，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副校长高松、陈十一，校长助理马

化祥等学校领导出席晚会，国际中国规划学会理事会主席潘起胜、首

位单人不间断帆船环球航行的中国人郭川、久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张向东等知名校友也从世界各地专程赶到晚会现场，与全校师生

一同观看演出，喜迎新年的到来 。

  王恩哥校长发表了题为《胸怀理想，心有大爱》的新年致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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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哥校长在给全校同学的寄语中提到，“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

脚更长的路”，北大要做的还有很多，希望同学们不断努力，走在前

面，心怀理想，胸有大爱，去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整场晚会分为三个篇章。上篇“青春飞扬”，中篇“情满燕园”，

下篇“团结奋进”。

  “10、9、8、7……3、2、1”，伴随着全场的倒计时声，新年钟

声响起，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划破新年的第一个夜空，2014 年在全体师

生的翘首期盼中到来了。北大教授、医院医生、教辅老师、餐厅员工、

宿舍楼楼长、校园保安、青年学生和校友代表等奋斗在各个战线的北

大人，都通过大屏幕向北大师生送上了新年的问候，表达了对母校的

美好祝愿。

  在歌曲《相亲相爱》的动人旋律中，北京大学 2014 年新年联欢

晚会圆满结束。回首 2013，燕园硕果累累；展望 2014，北大蓄势待发，

新的一年，北大人必将奏响更加多彩的乐章！

教工舞蹈团《草原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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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特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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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法学院 2013 年法律人求职发展交流会

   
  12 月 14 日晚 19:00，法学院“2013 年法律人求职发展交流会”在

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成功举行。本次交流会由法学院研究生会

主办，迄今已有三届。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教授，党委副书记杨晓雷

老师，校友会办公室主任张婕老师、党淑平老师，就业办公室副主任

黄浩荣老师出席并参加活动。来自 28 家知名律所、企业的 60 余位高

级法律人作为嘉宾参会；北京电视台、法制晚报、腾讯教育等 5 家主

流媒体为活动提供媒体支持；来自北京各知名院校的 300 余名法科研

究生、本科生报名参加本次交流会。

 
汪建成副院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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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19:00，交流会正式开始。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大成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海屏、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漠先后为交流会致

辞。汪院长首先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指出，北大

法律人有着高尚的法律追求、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每

一位学院院友都是法学院的骄傲。他感谢社会各界对北大法律人的关

心和培养，高度肯定了本次交流会的重要意义。

  晚 21：45，交流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本次交流会为

用人单位、在校学生、毕业校友等法律人群体提供了拓宽信息渠道、

拓展人际关系的机会，给相关企业、机构、院方和法学院学生提供了

一个广阔、权威、融洽的求职交流平台，加强了“学生 - 学校 - 社会单位”

三方的密切合作，对于法律人自身发展和群体有效沟通具有重要意义。

交流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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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纪念“一二 九”运动 78 周年师生歌咏

比赛 , 法学院再得一等奖   

  12 月 8 日晚，由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学生课外活动

指导中心联合主办的北京大学 2013 年纪念“一二 · 九”运动 78 周

年师生歌咏比赛在百周年纪念讲堂观众厅举行。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

排练，法学院代表队发挥出色，再获佳绩，以 101.675 的高分位列甲

组第二，荣获一等奖，延续了法学院历年来的优异表现。

  法学院师生的表演由两名同学的朗诵开场，字句铿锵有力而饱含

深情，为合唱奠定了雄厚庄严的基调。通过分声部合唱及轮唱等方式

将歌曲的巍然正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伴舞同学手持彩扇翩翩起舞，动

作利落而优美，为观众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增添了合唱的美感。一曲

唱毕，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评委的高度肯定。



校友录 喜迎新春

2014 年·总第 36 期 | 21

    

  法学院演唱的原创曲目《法柱颂》取词自陈明楼下法学院教授集

体创作的法柱碑文，由法学院院友徐鸣涧谱曲并亲自担任指挥。词曲

大气不失豪情，“悠悠此柱，拳拳吾心，法治天下，昆仑铭镌”表达

了北大法律人肩负祖国法治未来的担当和责任，体现出北大法学院捍

卫正义追求公平的决心。

 

  法学院代表队于本届纪念“一二 · 九”运动师生歌咏比赛中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展现了北大法律人的精神风貌，为法学院增添了荣

誉。本次活动得到了学院领导和老师的高度重视。汪建成副院长曾亲

临排练现场，指导同学们加深对歌词的理解认知，对表演形式提出了

许多改善意见，极大的鼓舞了同学们的参赛士气。比赛当天，学院工

会组织数位老师与同学们同台演唱，为表演效果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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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法学院留学生座谈会顺利举行
  

  12 月 27 日上午，法学院留学生座谈会在凯原楼模拟法庭顺利举

行。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就业指导办公室主任粘怡佳，教务办公

室老师费海伲，团委常务副书记史诗，学生工作办公室老师侯乐、李

婧一出席了本次活动。法学院全体留学生、中国优秀学生代表、优秀

班干部代表参加座谈。会议由李婧一老师主持。

 

    

  在各位同学简单的自我介绍后，粘怡佳老师首先说明了学院留学

生的总体情况和本次座谈会的召开目的。法学院现有在读留学生 80

余人，人数总量大，来源广。学院一向重视留学生工作，关心留学生

在校发展，希望通过此次座谈会，使留学生更了解法学院，增进与中

国学生的交流，也让学院有关部门更好地了解留学生群体的需求和遇

到的困难，从而为未来进一步加强留学生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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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寄语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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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湘老师

零落梅花过残腊，故园归去又新年。祝福我们的同学

们在新的一年里有更灿烂的笑脸，更阳光的每一天。

祝愿我们的国家有更多民主与法制的天空，祝愿我们

的民族有更好的发展。

张千帆老师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锻炼身体，

保卫宪政！

陈瑞华老师

祝愿大家在未来的一年里，与国家、与社会、与中国

的法治建设同呼吸共命运。把自己的学习，把自己的

研究，把法律人的未来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国家的

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做一个优秀的、成就更高的法

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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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建军老师

你 说 人 为 什 么 要 把 时 间 人 为 的 切 割 成 几 十 个

三百六十五天呢。我觉得呀人每天都应该是过年，每

天都认真对待。所以呀，应该是“今天好”，而不是“过

年好”。祝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活出质量。

张玉镶老师

送给同学们三句话以共勉：一、要认真对待中国法律；

二、要学一点证据学；三、独善其身、兼善天下

洪艳蓉老师

大师身边宜聆教，未名湖畔好读书。青春是绚丽多彩

而充满期待的，愿你们在北大的青春岁月里有一个美

好的开始，同时有一个收获满仓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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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培忠老师

2014 年马上就要来了，大家要鸟枪换炮，就像我这个

样子（深吸一口雪茄，吐出）。大家要龙马精神，加

倍努力，让法学院更加辉煌！

贺卫方老师

祝福大家在 2014 年都有一个美好的收成。身体健康，

开开心心的推动我们国家的法治事业和法制教育前进，

把我们法学院办得越老越好。

王存厚老师

祝同学们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三好。能够为国

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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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老师

现在我们这几年陆陆续续地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我

们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为法学院的发展尽我们的余

力，发挥我们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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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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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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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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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