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刑事辩护实务》暨《北大刑辩讲堂》即将开课！ 

 

“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作为现代法治社会运行中保障公民自由的重要机制，刑

事辩护是各国律师业务中最坚韧闪光也是最错综复杂的部分。无论你未来是否从事刑辩业

务，能够在校期间了解到中国刑事辩护的现状，查阅梳理真实的刑事案件卷宗，训练从繁复

的材料中发现问题、钩玄提要地撰写辩护意见的能力，这对于一个完整的法学教育，对于树

立对中国法治前景的责任感，养成卓越的法律人品格而言，都是有意义的。 

2015 年 9 月，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市律师协会合作开设《刑事辩护实务》暨《北大

刑辩讲堂》课程。不同类型、影响重大的十余起真实案件，浩繁复杂、漫无头绪的上千页卷

宗材料，十几位著名刑辩律师身经百战的技术和感悟，等着你来汲取精华、循式演练。 

刑事辩护层恋叠嶂，关卡重重。本课程聚焦在阅卷和辩护词这一核心环节，力图展现刑

辩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思维方法，以此为门，带你进入中国当代刑事辩护的现场。 

 

一、开课目的 

开课目的之一，是让学生接触中国的刑事辩护现状，结合刑法理论研习刑事辩护实践的

理念和方法，树立法治信念和理想，培养卓越的法律人品格。一国的刑事辩护状况，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表明了该国政府、法律共同体以及民众对待生命、自由

和基本权利的态度，因而可视作是一国法治木桶的最短板。 

当前中国刑事辩护领域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辩护的实质作用增强，案件的曝光率升

高，在传统的刑事业务之外，诸如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这些紧密附随经

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领域里的辩护业务，正在逐渐被挖掘和扩展。这些变化，都对刑事辩护的

专业水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信念、有追求的律师投身刑辩。 

对北大的学生而言，无论未来是否从事刑辩业务，他们至少应当了解刑事辩护的这个现

实的法治最短板，才可能成为对中国法治前景有责任感和建设性的一群人。从教学的角度出

发，如果能够让学生在校期间接触到中国刑事辩护的现状，查阅真实的刑事案件卷宗材料，

实际操练辩护意见，这对学生、对教学、甚至对法治都是有意义的。 

 

开课目的之二，是训练学生面对真实的刑事案件材料，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之

前开设的《刑法案例研习》，是以教师自己设计剪裁的教学案例为主，案件事实较为清楚，

法律争点较为明显，主要是训练学生的法学素养和基本功，即有体系有逻辑地表达法律意见，



以及面对争点正反说理的互搏能力。新开的《刑事辩护实务》，则是以授课律师亲办的真实

案件为主，案件事实复杂，证据错综杂乱，法律争点模糊，其教学目的在于，训练学生在海

量的原始案件材料中，发现真问题，区分问题的重要性，找到最有效的辩点，提出最妥当的

辩护意见。 

 

二、授课方式 

1、本门课程不是单纯的教师讲授型课程，而是以学生的能力训练为中心。训练形式是

每周一次的课后小组讨论和案例分析报告（主要是辩护意见）。 

2、刑事辩护实务包括多重环节。从专业性、方法论和可训练性的角度考虑，本课程的

焦点集中在阅卷和形成辩护意见环节，其他如会见、沟通、庭审技巧等内容仅在授课过程中

随附涉及。 

3、授课律师在每周上课时间之前，提前一周时间向学生发放案件材料。学生在收到案

件材料后，各个小组的助教组织本组成员展开讨论（线上或线下均可），用一周的时间，分

工合作撰写本组的案例分析报告（辩护意见），在下周上课之前提交给授课教师。 

4、本学期共讨论分析 13 个案例左右。所有案例均系授课律师亲自办理过的真实案件，

附带大量原始卷宗材料。课程结构按照刑法典分则的顺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经济犯罪、

人身犯罪、财产犯罪、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安排案例。每种案

例类型包括 2-3 个具体案件，形成体系性的授课流程。 

5、每周课程共三节课。第一节课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发表辩护意见。第二节课由办案

律师进行点评，结合办案经历讲授个案和同类犯罪的辩护经验，以及会见、阅卷、质证等各

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第三节课由北大老师进行分析总结。 

6、每周课程各个小组报告完毕后，由授课律师和北大教师共同评议打分，作为本周的

作业分数。各组报告的分数，即为本组成员的分数。平时 13 次作业成绩的平均分，即为选

修本门课程的成绩。期末不再另行设置考试。 

 

三、课程要求 

1、本课程同时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开放。选课人数拟定为 30 人。同时通过北京市律协，

吸收 30 名青年律师成为学员，与在校学生结成小组（5 组），共同讨论案件。 

2、所有的选课学生（包括在校学生和校外的青年律师）必须参与所在小组每周的课后

讨论，参与撰写本小组每周的辩护意见。缺席两次小组讨论或课程作业的，以退课论。 



3、参与本课程的本科生，必须先修过刑法总论和刑法分论。对研究生的先修课程不作

要求。 

4、参与本课程的青年律师，要求有半年以上的刑事辩护实务经验，至少代理或参与代

理过两件以上的刑事案件。 

 

四、授课师资 

本课程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市律师协会合作开设，由北大刑法专业的教师和北京市

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共同授课。 

（一）课程主持人 

车浩、刘卫东、王兆峰、孙明经 

（二）北大方面授课教师 

陈兴良、梁根林、王新、车浩 

（三）律协方面授课教师（按照授课先后时间为序） 

1、刘卫东（9 月 14 日，课程导论；10 月 12 日，经济犯罪案例） 

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律师协会业务指导和继续

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硕士兼职导师、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曾获得“北京市百名优秀刑辩律师”、“北京市十佳房地产律师”、“全国优秀律师”

等多项荣誉称号。 

刘卫东律师在刑事辩护领域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代理多起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

案件，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代表性的案件有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国财经报》报业“第一贪”

李某某案、国资委机关事务局于某某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国国际企

业合作公司高某涉嫌 2 亿元信用证诈骗案、鸡西煤矿执法大队大队长高某某涉嫌受贿案、黑

龙江绥化市市长助理吕某某巨额受贿案、河南南阳首富董某某涉嫌诈骗 3.3 亿银行贷款案、

中信集团长春兴业公司许某某涉嫌贪污 1.58 亿元案等。 

 

2、王兆峰（9 月 14 日，课程导论；9 月 21 日，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例）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主要业务领域为争议解决、金融保险、建设地产。现

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律

师业务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荣获 2013 年度精英



刑辩律师、ALB2015 年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王兆峰律师擅长重大复杂经济纠纷诉讼及仲

裁、刑事疑难案件的办理，曾经或正在为金融时报社、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信银行、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华融信托有限公司、中国银河投资有

限公司、中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重型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程院等多家重要金融媒体、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事业单位提供常年

或专项法律顾问服务，并曾经为相关多家著名金融机构、大型国企、跨国公司、政府部门经

济纠纷案件提供诉讼法律服务。另外，王兆峰律师主办了国内多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及

刑民交叉案件，曾经主办的案件包括但不限于：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一案；“央

视大火”系列案；铁道部系列案之一——胡斌非法经营案；北京苏州街地铁重大安全事故案；

公安部督办的韩某“利用未公开信息非法交易全国第一案”等等。 

 

3、常俊峰（9 月 28 日，经济犯罪案例）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企业合规、刑事辩护、商事诉讼。担任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海关与外汇法律研究所研究员。被亚洲法律杂志评为 2014 年中国十五佳诉讼

律师之一。常律师较早研究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服务，在企业法律风险识别、内部合规调查、

高管人员刑事风险防控、企业遭遇刑事调查应对以及企业家犯罪预防等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先后为一批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相关服务。 

常律师亦曾为众多的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刑事辩护服务，涉及商业贿赂、白领犯罪、证

券违规犯罪、知识产权犯罪、海关犯罪等刑事领域。常律师先后主办或参与办理了大量的商

事诉讼案件，涉及房地产、金融、制造等多个领域，包括股权纠纷、PE 诉讼、内幕交易、

合作纠纷、公司僵局诉讼、环保法律事务等不同类型的争议。 

 

4、郝春莉（10 月 19 日，经济犯罪案例）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

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北京市东城区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东卫妇女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

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北京市公安局维护民警执法权益律师顾问团成员、北京市检察院

人民监督员、团中央法律顾问团成员、北京市百名优秀刑辩律师、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特约监

督员、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与公职律师试点单位培训

讲师、北京市青年律师阳光成长计划“阳光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兼职教授、中国



政法大学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业务研究所兼职

研究员。 

郝春莉律师代理过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主要有：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案、吴英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碧溪家具广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总行系列案、央视大火案、新恒基集团内幕交易、单位行贿案、黄俊钦内幕交易、

单位行贿案、宋文代挪用公款、贪污案、丁羽心非法经营、行贿案等。 

 

5、温新明（10 月 26 日，经济犯罪案例） 

北京市华策律师事务所主任。第九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

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 

温新明律师代理过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主要有：法官李某涉嫌非法拘禁罪，免于刑事处

罚；法官管某涉嫌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执行生效裁判失职罪，减轻处罚；金某涉

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宣告无罪；某商业银行涉及票据诈骗等罪案，不承担责任。 

 

6、钱列阳（11 月 2 日，人身犯罪案例） 

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委员、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律师协会业务指导与继续教育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检

察机关特约监督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

教授、兼职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

法学院兼职指导教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法治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 兼职法律硕士导师、中国行为法学会律师执业行为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执业领域为刑事诉讼，刑事辩护，曾承办过多起国内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被中央

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各大媒体报导。 

 

7、孙明经（11 月 9 日，人身犯罪案例）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获评北京市优秀刑辩律师、法援十大辩护律师，

选任北京市司法局首届人民监督员。第九届北京律协刑诉委副秘书长，第十届北京律协青工

委副秘书长，海淀律协培训委副主任。 

孙明经律师代理过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主要有：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杨某某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案，东营市副市长陈某某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云南省某市招商局局长孙某某



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等。 

 

8、石红英（11 月 16 日，财产犯罪案例） 

北京市英岛律师事务所律师，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北京市律协刑法委副主任、中国法

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律协刑委会委员、团中央“青年之声”维权联盟专家、

北京市公安局民警维权特聘律师、权保委副主任、西城律协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曾获“北

京市百名优秀刑辩律师”、“北京市优秀女律师”等荣誉称号，作为辩论队教练带领西城代表

队获得“首届北京律师辩论大赛一等奖”，被选为“北京司法大讲堂”首批宣讲团成员。 

 

9、毛洪涛（11 月 23 日，财产犯罪案例）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全国优秀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

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自执

业以来，十七年间专注刑事业务，承办的案件中有多起由法院依法作出被告人无罪的判决。

承办的案件多次被《法制日报》、《中国律师》杂志登载。 

 

10、韩冰（11 月 30 日，妨害社管罪案例） 

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获得 2008年至 2010

年度“全国优秀律师”、“北京市百名优秀刑辩律师”、“北京市优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等。中

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研究会理事。 

 

11、刘玲（12 月 7 日，妨害社管罪案例） 

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律

师协会青工委“阳光导师”。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联合导师。《方圆》杂志专栏作者，《法

律读库》特邀作者。 

担任检察官期间曾荣获“河北省优秀公诉人”、“河北省人民满意检察干警”称号。律师

执业期间，代理刑事案件数百件，其中包括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黑龙江省某公安局长伤害案、

国内首起淘宝买卖枪支案、“立二拆四”非法经营案等。2013 年春季开始，每学期在清华大

学法学院为研究生讲授两门必修课程：《法律文书》、《模拟法庭训练课》。 

 

12、李法宝（12 月 14 日 贪污贿赂罪案例） 



德赛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律师。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市律师协会权

益保障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现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法

制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特邀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法

制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新疆大学兼职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中

国检察官教育基金会专家法律顾问、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律文书研究会理事。 

李法宝律师承办的重大案件有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涉嫌受贿

一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原主任蒋洁敏被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

员滥用职权罪一案等。 

 

13、赵运恒（12 月 21 日，贪污贿赂罪案例）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高级合伙人，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

理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社科院法学所、北京大学法学院等多家院校兼职教师或硕士生导师（兼）。 

主要执业领域为刑事诉讼，曾承办过多起国内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其中尤以承办职务

犯罪（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挪用公款/资金、渎职等）、经济犯罪（非法经营、合同诈骗、

金融犯罪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见长。 

 

14、常铮（12 月 28 日，渎职罪案例） 

常铮，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首届北京市十佳青年律师，2012-2014 年

度北京市优秀律师。第十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业务拓展与创新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二届东城区

律师协会理事、律师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系硕士生导师。 

常铮律师代理过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主要有：四川刘汉刘维涉黑案、陕西房姐系列案、

前空姐韩国走私化妆品案、江西打黑第一案、延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万里大造林案（辽宁

分公司）、最高法院某法官受贿案等。 

 

五、课表时间 

授课时间 授课律师 授课内容 

9.14 刘卫东、王兆峰 刑事辩护一般问题 

9.21 王兆峰 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例 



9.28 常俊峰 经济犯罪案例 

10.5 假期 假期 

10.12 刘卫东 经济犯罪案例 

10.19 郝春莉 经济犯罪案例 

10.26 温新明 经济犯罪案例 

11.2 钱列阳 人身犯罪案例 

11.9 孙明经 人身犯罪案例 

11.16 石红英 人身犯罪案例 

11.23 毛洪涛 财产犯罪案例 

11.30 韩冰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例 

12.7 刘玲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例 

12.14 李法宝 贪污贿赂罪案例 

12.21 赵运恒 贪污贿赂罪案例 

12.28 常铮 渎职罪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