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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守护公正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

编者简介

     布莱恩•拉姆，C-SPAN电视台创立者、首席执行官和资深出镜主

持人。

    苏珊•斯温，C-SPAN电视台联席总裁和出镜主持人，在C-SPAN已

出版的6本图书中担任主编。

    马克•法卡斯，C-SPAN电视台纪录片资深制片人。

译者简介

   何帆，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为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简介

   书中，大法官们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详细解读了美国最有权

力，也最为神秘的政府机构的内部运作。他们畅谈自己的司法理

念、奋斗经历，对最高法院的决策内幕也不讳言，大量内容都是首

度公开。为丰富大家的理解，书后还附上了对最高法院现任书记

官、前法官助理、前首席政府律师、出庭律师、资深记者和历史学

家的访谈，从不同视角，向读者全面展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渊

源、职能定位和传统文化，方便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些“法治与公正

的守护神”。

冤案何以发生
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

作者简介

    吉姆•佩特罗 ：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共和党人。

   南希•佩特罗：1972年与吉姆•佩特罗结为夫妻，是丈夫政治生涯

的得力助手。

内容简介

   一起突发的强奸杀人案使得一位从无劣迹的男子被定罪入狱。

坚信丈夫清白的妻子四处奔走，为其洗刷冤情，却一再受挫。在一

个致力于为无辜者洗冤的公益组织帮助下，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份关

键的DNA样本，证明真凶另有其人。经过该州检察总长的亲自推动

和努力，7年之后，冤案终于得以澄清，而真正的凶手，竟是与蒙

冤者同处一狱的牢友……

这不是一部侦探小说，这是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

经历的真实故事。在这一经历中，他发现，即使身为检察总长，要

纠正一起冤案也如此不易。这促使他在任期届满后放弃政途，转而

与夫人南希•佩特罗一起投身于通过DNA技术为无辜者辩冤的“洗冤

工程”。

   职业的经历和独特的视角，促使他系统反思刑事司法体制中的

弊端，并最终揭示出导致刑事冤案发生的八大司法迷信。

〔美〕吉姆·佩特罗
         南希·佩特罗

/著

苑宁宁、陈效等/译

苑宁宁/校对

顾永忠/审校

ISBN 978-7-301-21384-1/D•3191 

32开 / 35元 / 2012年10月出版 

曾健 陆淑慧 / 责任编辑

〔美〕布莱恩·拉姆
        苏珊·斯温     / 编

        马克·法卡斯
何帆/ 译

ISBN 978-7-301-21534-0/D•3205

16开 / 58元 / 2013年1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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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作者简介

   彼得•德恩里科，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毕业于耶鲁
大学法学院，1968—2002年任教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教

授法律研究课程。

   邓子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法律之门》是美国各大学法学院比较通用的一本法律教科书，

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英美法的微型百科全书。本书《法的门前》是

《法律之门》的精编本，是由《法律之门》的编著者之一彼得•德恩

里科教授与《法律之门》的译者邓子滨教授共同编著而成的。本书

以卡夫卡的《审判》中一篇古奥而悲辛的寓言开始，以当代社会个

人信息保护的话题作结，是结构开放、素材多样、观点纷呈的美国

法治图谱。本书运用法律之外的观点和资料来阐释法律，并且通过

提问的方式，拓展思考的空间，引导更多的答案。

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增订版） 
田文昌 陈瑞华对话录

作者简介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中国政法大

学、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任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有

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程序法基础理论等。

   田文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1983—1995年在中国政

法大学任教，1985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95年创办京都律师事务

所。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名誉

院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

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2002年被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协

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

内容简介

   《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田文昌、陈瑞华对话录》是资深律师

田文昌与法学教授陈瑞华就刑事辩护问题进行的对话录。对话的目

的主要是对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整理。既包

括律师在现行体制下进行有效辩护的经验总结，也包括法学研究者

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所做的理论思考。尤其对刑诉法修订后给刑事

辩护带来的新空间和新挑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与梳理。

   本书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查院新颁布实施的相关规

定增加一讲。

田文昌 陈瑞华 / 著

即将出版

〔美〕彼得·德恩里科
        邓子滨             

/ 编著

ISBN 978-7-301-20643-0/D•3116

32开 / 35元 / 2012年7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004

正义的诉求
美国辛普森案与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

作者简介

      王达人，专职律师，是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任主任。      

    曾粤兴，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从同一年代分别发生在美国和中国的两个典型案例入手，对

中国刑事诉讼存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从制度

与文化双重角度剖析了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既有

事实描述，又有价值判断，既有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又有强烈的可

读性，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

你好，真相！
蒙冤者的告白和他们的故事

作者简介

   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自由中心》杂志全体员工和俄亥俄州“洗

冤工程”研究人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组织翻译并审校。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由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与俄亥俄州“洗冤工程”合

作，制作的一本以监狱无辜者为主题的图书。用纪录片的方式讲述

无辜者们的故事，并配以蒙冤者们创作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展现

了他们的愤怒、挣扎、原谅和救赎。

   全书通过冷静的笔触和灵动的创作，收集蒙冤者们被冷落已久

的声音，艺术性地再现了无人关注的灵魂的痛苦。这值得每一位关

心过法律与公正的人们稍微驻足，侧耳倾听。

思想时代 陈寅恪、胡适和其他

作者简介

   程巢父，京剧编剧。1934年生于湖北汉口。早期从事文艺评论；
1989年以后，研究主题为20世纪的思想与政治。作者在“陈寅恪研

究”和“胡适研究”这两个领域，功力深厚，见解独到。其治学风

格重实证，少空言；其行文严谨朴实，隽永可读。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陈寅恪、胡适和同时代其他学者思想研究的成果集。以

陈寅恪、胡适等前贤的诗词或通信为材料，从他们的人格立言和学

术道德方面着眼，细致考证品读，视角独特，与传统研究方式风格

迥异。全书穿插古今学者对比，既有作者对历史偏见和今人误读的

纠正，也有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有趣掌故。笔触隽永古朴，充满人

文关怀。

〔美〕特蕾莎·马丁内斯-莫尔韦恩/主编  

陈效 苑宁宁等/译 陈效/校对  

顾永忠/审校

王达人 曾粤兴/ 著

ISBN 978-7-301-20388-0/D•3072

32开 / 28元 / 2012年6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程巢父/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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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纸千年 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

作者简介

   王旭，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教授。主要

研究方向：法律文化（中国传统契约）、拍卖法与拍卖规则。

内容简介

   本书是有关中国传统契约中契纸形式的研究性论文。以到目前为

止在吐鲁番、敦煌、徽州，以及全国其他各地区陆续发现的传统文

书为基础，考察了从南北朝时期至清代止的纸质契约的形制变迁及

其成因问题。从时间跨度看，这个过程经历了一千六百余年，这为

传统契约变迁的充分性与丰富性提供了基础。通过对契纸在这个长

时段中的形制考察，我们见证了中国传统契约形制上的第二次大变

迁，本书称之为契纸形制的沿革。

故纸拾遗 尹藏清代法律文书

作者简介

   尹伊君，男，1962年生人，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知名清代

法律文献收藏家。

内容简介

   本书将以精美的收藏图片及说明文字向读者展现100多年前大清

王朝的法律文献，并试图将这一专业内容大众化，是这一领域的开

创之作，可供法律界阅读和进一步研究，也可供数量日益增长的收

藏界爱好者及大众读者鉴赏、品味。

法哲学
作者简介

   莱因荷德•齐佩利乌斯，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已经退休的法哲学

和公法教授，在德国法学界享有盛誉。

译者简介

   金振豹，法学博士。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江苏法治发展研究院客座

副研究员。

内容简介

   法、正义、自由、法共同体等是法学的关键概念。但这些概念

到底何所指，始终是法学，尤其是法哲学上被反复研究和探讨的主

题。本书系统而言简意赅地分析了这些法学上的基本概念，介绍了

欧洲和美国哲学史上关于这些主题的最重要的思想，并提出了作者

自成体系的观点。作为一本简明扼要，而又不乏深度的法哲学入门

指南，本书是所有欲对人类的法律现象和法学有较为深入理解的人

士非常适合的参考读物。

〔德〕莱因荷德·齐佩利乌斯/著 

金振豹/译

ISBN 978-7-301-21674-3/D•3219

32开 / 29元 / 2013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王旭/ 著

ISBN 978-7-301-21323-0/D•3185

16开 / 46元 / 2013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尹伊君/ 著

16开 / 38元 / 2013年2月出版

侯春杰/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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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官员的尺度
《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作者简介

     安东尼•刘易斯，毕业于哈佛学院。曾任《纽约时报》周日版编

辑、驻华盛顿司法事务报道记者、伦敦记者站主任、专栏作者，目前

是《纽约书评》专栏作者。曾于1955年、1963年两度荣获普利策奖。

译者简介

   何帆，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为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简介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本书以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线索，展现

了200多年来美国言论自由的司法斗争史，既理性而坚定地阐述和捍

卫了批评之声与新闻自由的真正价值，同时，又一再冷静地提醒我

们，自由不可滥用。

   兴趣是学习的最好动力，而故事最能激发兴趣。本书就是一篇最

好的故事，即使不去探究书中美国大法官们对宪政之维——言论自

由的华美表述，不去思辨媒体新闻权与官员名誉权的冲突与边界，

仅仅像读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一般去了解美国言论自由史上这个最

具里程碑意义的名案，你就足以度过一段心潮澎湃的阅读时光，并

必将引导你收获更多。

走不出的风景
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1985年读研期间赴美国留学，先后

获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回北大法学院任教至今。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苏力先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0年任期内各种致辞的

汇集。

   苏力的致辞一洗官腔套话，贴近年轻学生的心灵与生活，在当时

就引起了校园轰动，并逐渐成为每年送旧迎新时新生及毕业生们翘

首期待的一道风景。从苏力开始，引发了一系列大学院校领导们的

清新致辞风气。在本书中，苏力还专门写文章讨论了大学致辞与政

治修辞，展示他表里如一的致辞理念，对各界人士都有很大参考价

值。本书文字清新唯美，其中更是蕴含了苏力先生对于校园和学生

的真情挚爱；而作者对教育和法学本身的深刻思考，使得本书的内

在价值更加沉甸。

苏力  / 著

ISBN 978-7-301-08927-9/D•2318 

32开 / 29元 / 2011年1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美〕安东尼·刘易斯/ 著

何帆/ 译

ISBN 978-7-301-18873-6/D•2851

32开 / 32元 / 2011年7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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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奥里翁 龚祥瑞自传

作者简介

   龚祥瑞，中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者，中国政治学会发起人之

一、常务理事。

内容简介

   本书向读者展现了龚祥瑞先生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生活经

历与感悟。龚祥瑞先生以半文半白的语言向读者追述了自己所经历

的新旧两个时代的独特历史，展示了其清末民初教会学校青涩的苦

读、青春年少时在清华以及伦敦政经学院的求学、回国后经历的战

乱、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法委两个政权中

进行的公务员制度研究和设计、告别旧政权时不去台湾留在北大迎

接新政权的诞生的感受，以及他此后经历的新中国的土改、反右、

“大跃进”、“文革”、宪政研究和由此引发的论争等一系列重大

事件。

政法笔记（增订版） 附利未记

作者简介

   冯象，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Ph.D.)，耶鲁法

律博士(J.D.)。现为清华大学梅汝璈讲座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冯象先生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思考，起源于他在《读书》杂

志开的专栏文章，以英美中古文学博士的笔意，言说国内法治领域

的大小故事，从孔夫子名誉权、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取名

用生僻字、性贿赂、人体写真到版权、美国大选……涉及法治领域

的方方面面，就文章而言，都称得上汉语法学随笔的巅峰之作。这

些随笔也彻底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普法观念”，通过学者言说本身

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以期普法之目的。

冯象 / 著

ISBN 978-7-301-16673-4/D•2964

32开 / 35元 / 2012年1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龚祥瑞/ 著

ISBN 978-7-301-18644-2/D•2816

16开 / 49元 / 2011年6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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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切萨雷·龙勃罗梭/ 著

黄风/ 译

ISBN 978-7-301-19628-1/D•2968

16开 / 42元 / 2011年12月出版

曾健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日〕佐伯仁志 道垣内弘人/ 著

于改之 张小宁/ 译

ISBN 978-7-301-16349-8/D•2504

32开 / 35元 / 2012年1月出版 

曾健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犯罪人论
作者简介

   切萨雷•龙勃罗梭，意大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实证
主义犯罪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是犯罪学史上最具开拓

性的研究者之一，被国外犯罪学家称为“犯罪学之父”、“近代犯

罪学之父”。

译者简介

   黄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犯罪人论》是刑事人类学派的创始人龙勃罗梭的学术著作。
本书共分十八章，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

性、理论性。作者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士兵、精神病

人、犯罪人的相貌、骨骼的观察、身体测量、尸体解剖等方法，提

出犯罪人不仅在情感上而且在身体生理特征上也与正常人有很大的

区别。他的理论甫一推出便引起学术界巨大的反响和争议，并对以

后的犯罪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争议和该理论自身

的局限性丝毫没能影响其在犯罪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本书由著名罗

马法专家黄风教授翻译，并根据2006年版本重新编辑出版。

刑法与民法的对话
作者简介

    佐伯仁志，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道垣内弘人，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

   于改之，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张小宁，日本立命馆大学衣笠综合研究机构博士后研究员。

内容简介

   该书是日本东京大学刑法学教授佐伯仁志与民法学教授道垣内弘
人的合著，主要探讨刑民交界领域的法律问题与司法适用。该领域

近年来因为“许霆案”的影响，正成为国内法学界的研究焦点，引

入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好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一个

参照与借鉴。

   本书是对作为刑法学者的佐伯与民法学者的道垣内就刑法与民

法相交错的诸问题历时两年所进行的对话的整理。作为几乎没有先

例的尝试，虽然本书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尚不得而知，但

毫无疑问的是，本书在对两大部门法学理论进行某种程度深化的同

时，还从双方的角度提示了就刑法与民法相关联的课题展开研讨的

必要性及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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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1985年读研期间赴美国留学，先后

获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回北大法学院任教至今。

内容简介

   本书力求开掘只有中国学者才可能敏感察觉和提出的中国当代基

层司法中具有实践意义，同时又对一般司法制度具有理论意义的问

题。而此书十年后再版的意义则在于，书中集中关注和讨论的中国

司法制度的所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或以改变了的方式仍然存在；

有的有所改善，有的则更尖锐了；当年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以中

国问题和经验为基础的分析和理论追求，至今或许仍然前沿——特

别是面对概念法学和教义法学的泛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本书

中展现的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关注甚至变得更为迫切了。

法律稻草人

作者简介

   张建伟，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分别获得法学学

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张建伟教授近年来关于法律学术、法学教育以及司法实践

的一系列短文精品，文章或借题阐发或针砭时弊，但都恪守学术界

限，阐释法律精神，言短意长，点到为止，隽永中饱含深趣，是比

较难得的法律人文读物，尤其适合关注法律的人文阅读爱好者。

   本书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序。

   入选2012年“两岸最美的书”。     

政法往事 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

作者简介

   陈夏红，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著有《百年中国
法律人剪影》、《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人自述》等作品。

内容简介

   作者陈夏红一直以来对法律史学有着深厚的研究兴趣和敏锐的洞
察力，特别是对法律人的研究成果颇丰。本书是这种研究径路的继

续。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我们熟知的人物背后可能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些政法往事为我们呈现了法律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以及在那种背

景下的政法风云。

陈夏红  / 著

ISBN 978-7-301-17998-7/D•2720 

32开 / 25元 / 2011年1月出版 

曾健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苏 力/ 著

ISBN 978-7-301-18061-7/D•2731

16开 / 39元 / 2011年1月出版

杨剑虹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张建伟  / 著

ISBN 978-7-301-18232-1/D•2771

32开 / 25元 / 2011年1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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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法律的印迹2中国卷

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

作者简介

     余定宇，曾任职新闻记者、《广州商报》执行总编，现为独立撰

稿人。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公民教育。

内容简介

   作者花了数年时间，一路实地考察，从出土文物“彩陶上的鱼”

说起，追溯着汾水斜阳、壶口细雨、洛阳旧事、“刑鼎”故地等法

律萌芽之地寻根觅迹，又顺着历史之轨一路探访秦国法典的生成、

汉代法律的定型、隋唐法律的成熟、宋以后法律的流变，直到鸦片

战争以后因各国列强入侵、西法东渐导致的中华法系的解体、国民

党“六法全书”的兴废、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与演进。作者通

过社会实地考察的形式来探寻法律成长的印迹，并用文学和社会学

的方法，将艰涩晦暗的法律发展史娓娓道来，令读者耳目一新。而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特色”和“今日中国

立法改革和司法改革的道路方向”等现实问题，也会产生出许多更

明晰或更深刻的感悟。

法律文化三人谈
作者简介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田涛，著名法律文献学家、拍卖法专家，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清

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兼职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何勤华、贺卫方、田涛三位教授关于法律文化的“锵锵三

人谈”现场实录。三位教授以漫谈的形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

对法律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讨论。

法学知识如何实践
作者简介

   刘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法学知识属于法律实践的一个内在部分，或说当进行法学知识研
究时，也就是正在进行社会实践，特别是法律实践。本书是著名学

者刘星教授最新创作的学术随笔。主题是关于法学理论与实践关系

的探讨。社会科学中，较之于其他学科，法学则更为强调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作者结合近年来的最新思考及研究成果，用独到的见解

及清新的笔触，通过多个专题，来阐述在这一领域内的思考。

何勤华 贺卫方 田涛  / 著

ISBN 978-7-301-16229-3/D•2493

32开 / 19元 / 2010年1月出版 

蒋浩 / 责任编辑

余定宇/ 著

ISBN 978-7-301-16183-8/D•2477

16开 / 35元 / 2010年1月出版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刘星  / 著

ISBN 978-7-301-18418-9/D•2786

16开 / 29元 / 2011年2月出版 

孟瑶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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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杰 / 著

ISBN 978-7-301-16188-3/D•2479

16开 / 29元 / 2010年1月出版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黑暗之旅 西方法律前史

作者简介

   王立杰，男，四川西昌人，蛰伏清华九年，嗜读好写，学院中多
年经历，未被规训，读进去严谨学术，写出来仍旧鲜活文字。然常

记文以载道之古训，未敢以写作而娱人，阅读愈勤，下笔愈谨，庶

几无愧于良心。  

内容简介

   这既不是一本严格意义的法学著作，也非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
史学。这是一场探索之旅，探索在人类光明、理性的法律丰碑树立

之前，世界又循着怎样的秩序。在那片人迹罕至的黑暗之中，有眼

如同盲目，我们只有凭藉神话、史诗和典籍的微弱光亮，再乘上诗

人灵性的翅膀缓缓飞翔。这旅程尽管有些迷茫，也不提供结果和答

案，但绝不缺少阅读的愉悦、智识的灵光和游历的诸般感受。

法哲学沉思录
作者简介

   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理学研究所所长。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真正的思想力作！全书篇幅虽然不长，但却严谨、雄辩

地展现了法哲学思想的体系和精华。本书是关于法哲学重大命题的

思辨，行文颇有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风格，但更适合中国

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旨趣。

   法哲学是有诱惑性的，不是因为它的平实朴素，而是因为其所讨

论主题的严肃性与深刻性。本书在思想性、可读性等方面均有较高

的价值，必将给读者带来阅读和思考的乐趣。

法哲学：立场与方法
内容简介

   本书与《法哲学沉思录》为姊妹篇，由近十几年来作者所写的七

篇论文结集而成，其主题均有关法哲学。《法哲学沉思录》是作者

多年从事法哲学研究的学术精华，充满了严谨的法学智慧，而本书

收录的文章正是作者在追寻法哲学之路上的阶段性成果、感悟和方

法。二者通过不同的体例、不同的角度，相辅相成地向读者展示了

法哲学的学问。

   “哲学不是给予，它只能唤醒。”本书正是要通过七篇法哲学的

文章，唤醒人们对法哲学的重视，表达作者的主张，阐述其研究的

方法。

舒国滢/ 著

ISBN 978-7-301-17247-6/D•2601

32开/ 26元 / 2010年8月出版

孟瑶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舒国滢/ 著

ISBN 978-7-301-17256-8/D•2604

32开 / 18元 / 2010年8月出版 

陆建华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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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学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陈瑞华，男，1967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

察官学院任兼职教授。

内容简介

   当中国的法制进程在近30年来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中国的法学

研究和法学教育却走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法制变革的波澜壮

阔，映衬着法学研究的停滞不前和法学教育的人才凋敝。在对“中

国法学怎么了”的不断反问声中，陈瑞华先生提出了他的“第三条

道路”和“中国的问题，世界的眼光”的宏大雄心。只有方法的革新，

才能摆脱中国法学的幼稚境地，只有回归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教育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一席之地。

法律与文化 法律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经验

作者简介

    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发展学院教授，社会学系主任。

内容简介

   该书的核心内容建立在法律人类学的广泛阅读基础之上，试图以

法律与文化这两端来整理既有的法律人类学的研究以及在中国社会

中所开展的实地法律运作和习惯法的调查。法律人类学以及习惯法

的研究在中国尚处在方兴未艾的处境之中，希望这些前期的研究有

助于这门学科在更深、更广的维度上有所拓展。

法律与人类学 中国读本

编者简介

   朱晓阳，澳大利亚Macquarie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现任北京大

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侯猛，北京大学法学专业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

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2005-2007），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中国三十年来法律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包

括在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中，涌现出不少好的作

品。对这些作品进行归纳整理，为后学者包括法学院和社会学系的

学生提供中国经验读本，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读本的作者群均为当代中国学人，涉及法学、人类学、社会学、

史学界，包括苏力、梁治平、黄宗智、王铭铭、朱晓阳、赵旭东、

高丙中、林端等人，其研究作品均有相当的影响力。

赵旭东 / 著

ISBN 978-7-301-17718-1/D•2670

16开 / 38元 / 2010年12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陈瑞华 / 著

ISBN 978-7-301-15167-9/D·2288

16开 / 32元 / 2009年5月出版

曾健 / 责任编辑

朱晓阳 侯猛 / 编

ISBN 978-7-301-14166-3/D•2112

16开 / 49元 / 2008年10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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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剽窃
译者简介

   沈明，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Rajawali研究员。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美国最富影响力和争议的法律学者之一理查德•波斯

纳法官对剽窃问题作出了简明、生动、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察。到底

什么是剽窃？这个内涵出名地含混的语词的含义，作为跨越时代的

历史与文化变迁的后果，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剽窃行为到底是愈演

愈烈了，还是仅仅由于技术进步而变得更容易发现了？现如今的表

达性作品市场如何影响了我们自己对剽窃的理解？真的存在“隐藏

的记忆”吗——一种对他人作品的无意识的、非故意的盗用？剽窃者

的神秘动机和古怪借口是什么？本书对这些纠缠的问题多有讨论。

贝卡里亚经典著作

论犯罪与刑罚
作者简介

   切萨雷•贝卡里亚（1738－1794）是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

人，对现代刑法学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和世界性的重要影响。

内容简介

   该书原著初版于1764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刑罪原则进行

系统阐述的著作，被誉为刑法领域里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本

书虽然只是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书中每章不过几百至数千字，但字

字珠玑，对刑法学乃至法学思想均有清晰深刻的洞察和阐述，为读

者带来如饮甘泉般的阅读感受，不愧为历经二百多年的法学经典著

作，对法律研习者来说实为必读之书目。

    本次再版依据译者黄风最新授权的47章版。

贝卡里亚刑事意见书6篇

内容简介

   “刑事意见书6篇”是贝卡里亚后期关于刑事法律问题的作品，

基本上属于贝卡里亚在走入仕途后撰写的咨询意见，带有一定的公

文色彩，但是他们仍然鲜明体现着作者关于现代刑事法律原则的创

新思想和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愫。

   这6篇作品是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对于熟悉《论犯罪与刑罚》

的广大读者来说，本书将成为他们的必选读物。

〔美〕理查德·波斯纳/ 著

          沈明/ 译

ISBN 978-7-301-16230-9/D•2494 

32开 / 19元 / 2010年1月出版

姜雅楠/ 责任编辑

〔意〕切萨雷.贝卡里亚 / 著

      黄风 / 译

ISBN 978-7-301-17529-3/D•2640

32开 / 15元 / 2010年8月出版

曾键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意〕切萨雷.贝卡里亚 / 著

      黄风 / 译

ISBN 978-7-301-14228-8/D•2128

32开 / 18元 / 2008年10月出版

曾健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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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1985年读研期间赴美国留学，先后

获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回北大法学院任教至今。

内容简介

   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

更多是历时性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在时间流逝中完成，

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历史究竟如何发展，究竟会形成什

么样的制度，又会如何形成，所有这类问题，对于身在此山中的愿

意思考并具有一点反思能力的当代人来说，大约总有某种无能为力

甚至是荒谬之感。

   在此增订版中，既有作者8年前所写的“不合时宜，却因此没有

过时”的文章，又新增了近年来的一些“新”文，但仍能从中看出作者

思想的脉络和其思维的一贯性：关注社会现实、反思法学和读书。

木腿正义（增订版）

作者简介

   冯象，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Ph.D.)，耶鲁法

律博士(J.D.)。现为清华大学梅汝璈讲座教授。

内容简介

   《木腿正义》一书共收录作者以前的31篇文章，其中上编16篇

谈法律，属于带有学术性的法律杂文；下编15篇谈文学，学术性较

强，也包括一些访谈文章。作者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学功底，游刃于

法律和社会之间。作者对法律个案层层剥离，既立意深远，又视界

宽广；通过对文本的解读，阐释了法律与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无

论对于专事法律者还是文学研究者而言，此书都是一个极好的启迪

案本。其中《木腿正义——读一个16世纪冒名顶替案》一文为该书

的点题之作。一如作者此前出版的几本颇有影响的著作，书中同样

配有三十多幅西洋名画的插图，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冯象 / 著

ISBN 978-7-301-11404-9/D•1654

32开 / 26元 / 2007年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苏力 / 著

ISBN 978-7-301-12682-0/D•1853

16开 / 26元 / 2007年9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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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涛  李祝环 / 著

ISBN 978-7-301-12338-6/D•1790

16开 / 29元 / 2007年6月出版

蒋浩 / 责任编辑

刘星 / 著

ISBN 978-7-301-12741-4/D•1865

16开 / 25元 / 2007年10月出版

恽薇 / 责任编辑

有产阶级的法律
作者简介

   刘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早年服兵役，后当建筑描图员。研读

法律多年，在美国法学院作过访问学者。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法学家刘星教授的学术随笔辑录。虽然是学术文章，

却绝非术语的堆砌，作者在娓娓讲述那些有趣故事和社会现象的同

时，自然而然地引领着读者对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诸多基本问题的

思考。

   文章的顺序安排亦颇具匠心，一篇篇看似独立的文章，其实是

作者对法律本质探求的层层深入、递进、展开。也许，最后我们才

能品味出本书蕴藏的玄机：中国的法律话语，在法律实践之中吸取

养分、精雕细凿；反过来，又不知不觉地映像于各类社会角色的头

脑，砌筑成法律思想的“意识形态”。

   每篇文章中都有一幅配图，初看起来夸张、谐趣，然而当你读完

文章后重新审视时，又会感觉到每幅版画都意味深远……

接触与碰撞
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

作者简介

   田涛，著名法律文献学家、拍卖法专家，曾出访日本、美国、

法国等国的著名高等学府，现为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法

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兼职教授。著有《第二法

门》、《被冷落的真实》、《我说•我想•我自由》等十余部著作，

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等法律文献十余部。

   李祝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曾出访日本、美国、法国

等国的著名高等学府，参加《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田藏

契约文书粹编》、《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续编）》、《中国法制史

教材》等多部著作的撰写。

内容简介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新书上架，琳琅满目，作为法律图书的编辑

我们总想推出一些书籍，试图打破法律枯燥的一面，能够让读者在

趣味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将学术性与大众性作一个很好的结合。

本书是法律史学领域的作品，却集法学、史学、文学于一体，通过

大量珍贵的史料为我们展现了历史的真实，真实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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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文丛

法官如何思考
作者简介

   理查德·波斯纳，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联邦政府律

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讲座教授。

译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学者。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主要通过经济学模型分析了美国法院法官，尤其

是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何决策以及决策的智慧和

技巧，并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法官任职的考虑，为读者展

示了法官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独特性和吸引力。

并非自杀契约
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

内容简介

   美国著名法官、法学家波斯纳在本书论辩说，在严重恐怖威胁和

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急剧扩散的时期，适度压缩公民的宪法性自由因

其必要而是正确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必须采取针

对性措施，不给恐怖疑犯与普通疑犯同等的宪法性权利；宪法必须

保持其流动性和可变性，回应当前重大事件所产生的压力；在安全

紧急时期法院和法律的回应有重大局限性，必须允许政府以某些未

获法律授权的行为来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

资本主义的失败
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

译者简介

   沈明，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Rajawali研究员。

内容简介

   始于2008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因其惊人的蔓延速度而成为这代

人一生中最为危急的事件。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尤其在已经吸取了

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教训之后？为什么人们事先没有预测出来，

以采取挽救措施避免其发生或减轻其危害？可以用什么对策来阻止

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为什么政府和经济学界到目前为止的应对举措

如此乏善可陈？所有金融灾难事件及迄今所做的捉襟见肘的挽救努

力的根源何在？理查德•波斯纳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简明的、非技术化

的解释。这是一本写给涉猎广博的智识读者的书，它同时也会令专

业人士感兴趣。

〔美〕理查德·波斯纳 / 著

       苏力 / 译

ISBN 978-7-301-16441-9/D·2517

16开 / 25元 / 2010年1月出版

杨剑虹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美〕理查德·波斯纳 / 著

        苏力 / 译

ISBN 978-7-301-14753-5/D•2222

16开 / 39元 / 2009年1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美〕理查德·波斯纳 / 著

          沈明/ 译

ISBN 978-7-301-15666-7/D•2265

16开 / 29元 / 2009年8月出版

杨剑虹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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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政治分析
法律哲学的批判性导论

作者简介

   罗杰•科特瑞尔，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威斯特费尔学院法理学教授。

译者简介

   张笑宇，中山大学法学博士，江西省委党校教师。

内容简介

   本书讨论法理学研究什么、它试图做什么以及如何完成这些工

作，最为重要的是，它的诸多结论如何能够影响法律实践的日常问

题，以及主要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观念。作者选择对几位关键法学

家的观点进行分析，阐明了法律理论的一般特点，并尝试用一种职

业主义和政治分析的方法，来表达这些理论

贸易体制的演进 
GATT和WTO的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

作者简介

    约翰•H.巴顿，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乔治•E.奥斯本荣誉法学教授。

    朱迪思•L.戈尔斯坦，斯坦福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蒂莫西•E.乔思林，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事务研究

中心研究人员，斯担福大学食品研究中心荣誉教授。

    理查德•R.斯坦伯格，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法学教授。

译者简介

   廖诗评，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国际

经济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欧

洲学会欧盟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海洋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人道法

国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公法、世界贸易组织法

和国际模拟法庭竞赛。

内容简介

   本书由斯坦福大学几位法学、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的著名教授

撰写而成，主要分析了GATT和WTO体制背后更深层的政治学、法学

和经济学背景和理论，并对WTO的现行体制和框架进行了解析，对

于WTO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本书对于加入WTO不久的中国而言，

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对于国内研究WTO的学者而言也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美〕罗杰·科特瑞尔 / 著

        张笑宇 / 译

ISBN 978-7-301-21673-6/D•3220

16开 / 49元 /2013年1月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美〕巴顿等 / 著

        廖诗评 / 译

ISBN 978-7-301-21700-9/D•3227

16开 / 38元 / 2013年1月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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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的自我 解放的实用主义

作者简介

   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巴西政治家，社会理论家，哈佛大学

法学院教授，批判法学运动的重要代表。

译者简介

   谌洪果，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内容简介

   《觉醒的自我》充分动用几个哲学传统的资源，并针对实用主义

这一当今最具影响的传统，发掘出一些前所未闻的革命性内涵。本

书尽量避免高深术语和故弄玄虚，并以充分的理由表明哲学是最高

的智力竞争活动，坚持认为哲学的力量应该用来处理那些最重要的

问题。

规范与法律
作者简介

   约翰•N.卓贝克，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和人文学院经济系的乔治•亚

历山大•马迪尔讲座教授。

译者简介

    杨晓楠，大连海事大学讲师，香港大学公法学博士。

   涂永前，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西安交

通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了来自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的世界知名学

者对法律和规范之间关系提出的观点。作者们从法律、法律史、新

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政治学、认知科学和哲学等

广泛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分析。

文化政治哲学
作者简介

   理查德•罗蒂，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译者简介

   张国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第四个哲学论文集，收录了

1996-2006年发表的重要论文，包括三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它探讨

了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角色变化、想象力在思想和道德进步中的作

用、道德认同观念、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的不相

关性、意识和道德价值在量子物理世界的“位置”问题。

〔美〕约翰·N. 卓贝克 / 著

        杨晓楠  涂永前 / 译

ISBN 978-7-301-19954-1/D•3021 

16开 / 49元 / 2012年1月出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美〕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 / 著

        谌洪果 / 译
ISBN 978-7-301-16738-0/D•2958

16开 / 39元 / 2012年1月出版

侯春杰 / 责任编辑

〔美〕理查德·罗蒂 / 著

           张国清 / 译

ISBN 978-7-301-19510-9/D•2940 

16开 / 35元 / 2011年12月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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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

作者简介

   罗纳德•德沃金，哈佛大学法哲学教授。

译者简介

   鲁楠，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王琪，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内容简介

   德沃金指出，如今美国的政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极端

和浅薄，同时，人们面对阻碍实现社会正义的种种挑战束手无策。

然而并非无路可走，他认为，在全体公民都能认同的个人道德与政

治道德的核心原则的前提下，可以令人信服地提出实质性的政治主

张，改善美国政治文化和体制当中的弊端。

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 最高法院与态度模型

作者简介

    杰弗瑞•A.西格尔，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政治学专业特聘教

授，政治学系主任。

     哈罗德•J.斯皮斯，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法学院

教授。

译者简介

   刘哲玮，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内容简介

   本书的作者是两位研究最高法院及其决策方式的顶尖学者。在本

书中，他们系统地描述和论证了“态度模型”，并用其来解释和预

测最高法院的决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批评了另外两种解释最

高法院决策的模型：法律模型和理性选择模型。

蒙田的政治学《随笔集》中的权威与治理

作者简介

    边凯玛里亚·冯塔纳，瑞士洛桑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

译者简介

   陈咏熙，香港大学法律系公法方向博士研究生，获得巴黎第一大

学“欧洲法”研究生文凭。

    陈莉，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广州美术学院教师。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翔实的史料和文献，清晰地勾勒出蒙田在16世纪法国宗

教战争中的政治活动及其对《随笔集》创作的影响，将蒙田对社会

现实和政治、法律实践的洞见置于欧洲政治思想发展的脉络之中，

令人信服地呈现出蒙田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论证了《随笔集》可能

是欧洲进入基督教时期后第一部全面批判权威，坚定捍卫个人自

主、信仰自由与宗教宽容等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作品。

〔美〕罗纳德•德沃金 / 著

           鲁楠  王琪 / 译

ISBN 978-7-301-19840-7/D•3001

16开 / 2012年1月版

苏燕英 / 责任编辑

〔美〕杰弗瑞·A.西格尔  

        哈罗德·J.斯皮斯
 / 著

      刘哲玮 / 译
ISBN 978-7-301-16350-4/D•2505

16开 / 59元 / 2011年1月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瑞士〕边凯玛里亚·冯塔纳 / 著

           陈咏熙  陈莉 / 译
ISBN 978-7-301-15782-4/D•2404

16开 / 29元 / 2010年1月出版

杨剑虹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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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财产 从古代到革命时代

作者简介

   彼得•甘西，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部主任，古典古代史荣休教授。

译者简介

   陈高华，现供职于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简介

   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探究了古代关涉财产的“基础性”文本，以

及十九世纪早期之前的思想家们在不同语境下对它们的接受情形。

作者在书中对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权利宣言进行了比较研究，解释

了为何法国人认为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而美国人却不这么认为。

正义之镜 法律危机的文学省思

作者简介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

译者简介

    李晟，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了从古典时代直至当代的反映出西方法制进化历程的

主要文学作品。运用人类学关于法律进化的理论将这些作品置于其

所处时代的法律语境之中，将法律的进化过程抽象为简约的理想类

型，梳理了法律与道德在数十个世纪当中的逐渐分离。从而以一种

原创的视角将这些作品联系在一起并加以阐释，为法律与文学的研

究贡献了一个新的维度。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

作者简介

   弗兰克•克罗斯，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

    曹斐，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作者指出，比之联邦最高法院，巡回法院在美国法律的制定和执

行方面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大部分时间

里，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塑造美国的法律。本书具体分析了过去

半个多世纪里上诉法院的一系列判决，充分揭示了其巨大影响力，

再现司法裁判之道更为真实的脸孔。

〔美〕西奥多•齐奥科斯基 / 著

        李晟 / 译

ISBN 978-7-301-18242-0/D•2772 

16开 / 49元 / 2011年1月出版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英〕彼得•甘西 / 著

        陈高华 / 译
ISBN 978-7-301-17916-1/D•2706

16开 / 36元 / 2011年1月出版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美〕弗兰克•克罗斯 / 著

        曹斐 / 译

ISBN 978-7-301-18938-2/D•2853

16开 / 39元 / 2011年7月版 

陈康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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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
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

作者简介

    阿德里安•沃缪勒 ，哈佛大学法学院小约翰•H.沃森法律教授。

译者简介

   梁迎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

   阿德里安•沃缪勒教授抛弃了先前学者惯用的概念性视角及其主

张的法官中心论，认为法律解释是一种在经验事实极度不确定状态

下的决策活动。囿于有限的信息和能力，法官应当采用一些限制性

的、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方法来解释制定法和宪法条款。

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最高法院 
作者简介

   杰弗瑞•A.西格尔，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政治学专业特聘教

授，政治学系主任。

    
译者简介

    刘哲玮，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杨微波，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翔实可靠的数据和众所周知的案例，对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的运作过程和大法官们在司法决策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展开了生动

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大法官的政治偏好决定着最高法院案件

的筛选和判决的内容。

正义的沉默 现代法律的局限与可能性

作者简介

   玛丽安•康斯特布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修辞学教授。

译者简介

    曲广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理学博士后。

内容简介

   通过把关于现代法律的主张建立在对美国法律和相关法律文本的

修辞学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把这些主张定位在尼采、海德格尔和福

柯的传统中，玛丽安•康斯特布尔指出，如今正义处于现代实在法的

沉默之中，岌岌可危；关于现代法律和正义中的沉默，我们该作哪

些努力？

〔美〕杰弗瑞•A.西格尔等 /著

         刘哲玮 杨微波/ 译

ISBN 978-7-301-16344-3/D·2502

16开 / 49元 / 2011年5月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美〕阿德里安•沃缪勒 / 著

            梁迎修 / 译

ISBN 978-7-301-19678-6/D·2977

16开 / 49元 / 2011年12月版

陈晓洁 / 责任编辑

〔美〕玛丽安•康斯特布尔 / 编

         曲广娣  / 译

ISBN 978-7-301-18977-1/D·2859

16开 / 39元 / 2011年8月版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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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犯罪 刑法与身份政治

作者简介

   詹姆斯•B.雅各布，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和社会学博

士，纽约大学法学院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吉姆伯利•波特，原为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

研究人员，现为纽约执业律师。

译者简介

   王秀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博

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追溯仇恨犯罪的起源、界定仇恨犯罪的定义及对仇恨犯

罪立法价值的分析，对仇恨犯罪的泛滥展开了社会属性、政治属性

及其正当性的解释。

诗性正义 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

作者简介

   玛莎·努斯鲍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神学院和哲学系合聘的弗

伦德法律与伦理学杰出贡献教授，古典与政治科学系副研究员。

译者简介

   丁晓东，北京大学法学院2007级博士生，现任《北大法律评论》

主编。

内容简介

   在一个“理性”、“效用”和“科学”占据主流话语的社会中，

小说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情感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想象力

是否能够促进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进而引导更加正义的公共决

策？玛莎·努斯鲍姆以优美而犀利的文字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这些

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
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

作者简介

   基斯·威廷顿，普林斯顿大学威廉·内尔森·克伦威尔政治学教授。

作者简介

   牛悦，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博士候选人。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考察了历史，分析犀利，威廷顿对最高法院之角色的宏

观重塑改变了我们对美国政府的全然看法。

〔美〕基斯·威廷顿 / 著

        牛悦 / 译

ISBN 978-7-301-15719-0/D·2400

16开 / 39元 / 2010年1月出版

杨剑虹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美〕詹姆斯·B.雅各布

         吉姆伯利·波特    
/ 著

        王秀梅 / 译

ISBN 978-7-301-17645-0/D•2661

16开 / 29元 / 2010年10月出版

王建君 / 责任编辑

〔美〕玛莎·努斯鲍姆 / 著

        丁晓东 / 译

ISBN 978-7-301-15428-1/D·2342

16开 / 25元 / 2010年1月出版

杨剑虹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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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朱迪丝·贝尔 / 著

        熊湘怡 / 译

ISBN 978-7-301-16231-6/D•2495

16开 / 39元 / 2010年1月出版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美〕罗纳德·德沃金 / 著

        周林刚 翟志勇 / 译

 ISBN 978-7-301-16415-0/D·2507

 16开 / 36元 / 2010年1月出版

 杨剑虹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身披法袍的正义  
作者简介

   罗纳德·德沃金，纽约大学萨默尔法律与哲学教授，伦敦大学杰

里米·边沁法理学教授，2007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得主。

译者简介

    周林刚，中国法制出版社编辑。

    翟志勇，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简介

   法官的道德信念对他关于法律是什么的判断应该如何发生作用？

在这本新书中，罗纳德·德沃金认为，这个问题比通常所理解的要

复杂得多，在开列的各种维度——语义学、法理学、教义性的维度

中，法律与道德毫无疑问地相互交织。

美国不民主的宪法 
作者简介

   桑福德·列文森，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W.St.约翰·贾

武德父子百周年纪念讲席，哈佛大学2008秋季学期访问教授。

译者简介

    时飞，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讲师。   

内容简介

   宪法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受尊敬的文献之一。但是，它是这样一

个文件，即使那些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大众的绝大多数选票支持的白

宫候选人，也会按部就班地摆弄它。

女性的法律生活 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

作者简介

    朱迪斯·贝尔，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学教授。

译者简介

    熊湘怡，新华通讯社记者、编辑。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贝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女性主义法学的理论架

构，它以一种新颖的、创造性的方式与自由主义相关联。

   本书获得2000年美国政治学协会维多利亚-塞舌尔奖。法律与女

性的关系怎么样，女性为什么被慢慢排挤出主流法学之外，如何建

构一种女性主义的法理学，这种建构对于法学的发展有何影响和作

用，著名的法学家Baer教授在本书中为我们一一分析、解答了这些

问题。

〔美〕桑福德·列文森 / 著

        时飞 / 译

ISBN 978-7-301-16198-2/D·2489

16开 / 29元 / 2010年1月出版

杨剑虹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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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的创造 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

作者简介

   菲利普·佩迪特，著名哲学家、政治学家。

译者简介

    于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独辟蹊径，从语词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方面对霍布斯的政

治哲学作了独到的研究，作者注重语词与政治哲学的互动及相互影

响，语词为什么在政治哲学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语词又如何使政

治哲学的研究难度变大。

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
劳动的世界分工与经济学方法

作者简介

   罗伯托·曼戈贝拉·昂格尔，巴西政治家，社会理论家，哈佛大

学法学院教授，批判法学运动的重要代表。

译者简介

   高健，同济大学经济学硕士，现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经济社会史博

士学位。

内容简介

   作者告诉我们，对于全球化，我们不必局限于接受还是拒绝这两

种选择，而可以开展一种截然不同的全球化。他认为，较之物和资金

的流动，人和观念的流动要更为重要，而改革现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

由与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商品交换的自由则是同等重要的。

社会关系 网络经济学导论

作者简介

   桑吉夫·戈伊尔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网络研究在经济学领

域里的开创者之一。

译者简介

    吴谦立，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编辑荐语

   本书把有关网络和经济活动的当代思维置于具体的场景里面。他

为这方面的研究开发出一个总体的架构。《社会关系》的写作风格

把简单实例与正式模型和完整的数学证明结合在一起，是网络经济

理论的一本简明扼要而又自成一体的著作，应该成为研究经济学及

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必备的参考资料。  

〔爱尔兰〕菲利普·佩迪特 / 著

              于明 / 译

ISBN 978-7-301-15706-0/D•2396 

16开 / 29元 / 2010年1月出版 

杨剑虹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美〕桑吉夫·戈伊尔 / 编

          吴谦立  / 译

ISBN 978-7-301-16424-2 /D•2513 

16开 / 38元 / 2010年1月出版

杨剑虹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美〕罗伯特·曼戈贝拉·昂格尔 / 著

        高健 / 译

ISBN 978-7-301-16197-5 /D•2488 

16开 / 25元 / 2010年1月出版

姜雅楠 /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