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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中国法律史学会通讯》（下称《通讯》）是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内部资料，由中国法律

史学会主办，旨在及时反映法律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动向，促进法律史学人彼此交流、

相互借鉴，推动法律史学研究迈向更高水平。

《通讯》为半年刊，上半年刊截稿时间为当年 6月 30日，下半年刊截稿时间为当年 12

月 31日。《通讯》热忱欢迎广大会员和海内外学界同仁提供自己刊发的论文、出版著作（含

简介）、主办或参加的法律史学术会议等信息。相关信息敬请以半年为单位，按照本期《通

讯》所示格式编辑后发送至《通讯》编辑部邮箱：cilhnewsletter@163.com。

《中国法律史学会通讯》编辑部

2022年 2月 22日

mailto:cilhnewslette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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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年下半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所载

法律史论文概览

编者按：本节所取期刊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CSSCI来源期刊目录

（2021-2022）》为准，选取法学、历史学、高校社科学报、综合性社会科学等四类期刊。

相关表格编制时综合参考了微信公众号“法律史评论”（ID：falvshipinglun）2022 年 1 月 9

日 发 布 的 《 法 史 年 报 | 2021 年 法 史 论 文 辑 录 （ 法 学 期 刊 ） 》 （ 链 接 ：

http://mp.weixin.qq.com/s/ySU8bDjBvVmzVAwLIDL4Jw）、2022 年 1 月 10 日发布的《法史

年 报 | 2021 年 法 史 论 文 辑 录 （ 史 学 期 刊 ） 》 （ 链 接 ：

http://mp.weixin.qq.com/s/QfGJxtIuSXzVr-eFiCrkug）、2022年 1月12日发布的《法史年报| 2021

年法史论文辑录（高校学报）》（链接：http://mp.weixin.qq.com/s/8p6iUwiwAXpFpKvEyil-Xg）、

2022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法史年报 | 2021年法史论文辑录（综合社科期刊）》（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EVWVufZGHQkJRNcGBsdAdg）。收入 CSSCI 目录的港澳台期刊

不纳入本节。

表 1.1 2021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期刊（法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

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比较法研

究

2021(05)

我国民法典中准合同解释之罗马法因素 费安玲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

法学研究院

法国行政法的法典化：起源、探索与借鉴 陈天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

2021(06) 基本权利之“基本”的内涵——以法国法为中心 王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

当代法学 2021(05) 秦汉辞证制度探析——以出土简牍文献为中心 张琮军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

史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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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法学

2021(04)
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

次历史性飞跃

蒋传光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

与法政学院

2021(06) 法典化的早期史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科学

（西北政

法大学学

报）

2021(04)

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理念的实践历程及其逻辑意

涵

方乐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

再识先秦法家 段秋关 西北大学法学院

法商研究

2021(05)
国际法秩序价值的中国话语——从“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何田田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际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

洋法治研究中心

2021(06) 回归与独立：执行和解的私法解释考辨 刘哲玮 北京大学法学院

法学

2021(08)
现代国家治理中家国关系的重构——以杀害尊

亲属为例的说明

王静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

研究院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

法研究院

2021(11)

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启蒙促进爱国救亡运动史实

考述——对“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说之批评

郝铁川 杭州师范大学

“权”字向中文法学基础性范畴的跨越 童之伟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家

2021(04)
转译、挪移与反响：20世纪前期中国修订不平

等条约过程中的国际法运用

卓增华 清华大学法学院

2021(05)
通过法律对女性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与

1949年之前婚姻家庭法律在农村的实践

伊卫风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

法学院

法学论坛

2021(05)

民刑共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 刘艳红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

司法学院

我国刑事治理模式与理论反思 杨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2021(06)
我国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历史成因——以国有企

业改制为线索

刘凯湘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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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评论

2021(04)
有宪法典的不成文宪法?——基于美国不成文宪

法学说的比较考察

刘晗 清华大学法学院

2021(06) 论《共同纲领》中的民主原则 钱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

法学研究

2021(04) 宋代故事：一种遵循先例制度的考察 张德美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

2021(05)
成文法背景下的判例实践——近代中国最高审

判机构判例汇编与实效

刘昕杰 四川大学法学院

国家检察

官学院学

报

2021(04) 中国共产党法治观的百年演进 廖奕 武汉大学法学院

2021(06) 日本合意制度述评 陈建军 西北政法大学

华东政法

大学学报

2021(04)

中华传统法律的新认识 王沛 华东政法大学

重述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一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西北大学

何为“汉承楚制”——从司法资料出发的新认识 王捷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

古籍整理研究所

名废实存：元代格例法体系与中华法系之真实关

系

宋国华 海南大学法学院

中国传统法律的悖论：以清末永氏案的罪与罚为

切入点

闫晓君 西北政法大学

2021(05)

中国租界法制性质论 王立民 华东政法大学

涉外法治视阈下的治外法权：流变与启示 卢然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

院

环球法律

评论

2021(04)

德国刑事证据禁止利益权衡理论的演进及其借

鉴

王颖 武汉大学法学院

美国立法授权司法审查中的“可理解原则” 戴杕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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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

评论

2021(05) 从“天下”到“世界”：晚清战争法的古今之变 冯争争 国防大学

2021(06)

党领导立法的组织演变 赵一单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

改革开放以来法官任免年龄规定考 刘忠 复旦大学法学院

美国长臂管辖权的多维检视及我国因应之策 许庆坤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

法学院

清华法学

2021(04) 民国初期的“杀尊亲属罪”考察 张一民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21(06) 中文法学之“权力”源流考论 童之伟

湖北民族大学法学

院

现代法学 2021(04)
清末民初礼与宪法关系的反思——兼论中国古

代社会的共识

马小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

行政法学

研究

2021(06)
美国宪法上的褫夺公权法案研究——从“华为诉

美国案”展开

霍政欣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

法学院

政法论丛

2021(04)
民俗信仰价值归位与民法典权利对标——十年

来凶宅交易纠纷裁判反思（2010-2019）
刘云生 广州大学法学院

2021(06) 传播主体与中国法治传播实践的变迁 张晶晶

山东政法学院传媒

学院

政法论坛

2021(04)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命题成立吗——再读《中国法

律与中国社会》

苏彦新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

研究院

2021(05)
在变革社会中赓续传统：“《现行律》民事有效

部分”考实

陈颐 同济大学法学院

2021(06)
传统历史叙事中的法理观念——以《晋书·刑法

志》为中心

李德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

政治与法

律

2021(07)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上海市民代

表会议政府法制研究

王立民 华东政法大学

2021(09)
检察提前介入监察：历史流变中的法理探寻与机

制构建

董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

2021(11) 家族主义在自首制度中的实践变迁 蒋正阳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

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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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

评论

2021(04) 被误读的宪制——评苏力《大国宪制》 王世涛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

院

2021(05) 以史明志 知史爱国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6)

中国宪法学文献史研究：学术脉络、框架与方法

论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

宪法知识的全球流动——以德日国法学文献的

清末翻译为中心

李富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

国家法的象征适用与“正义”的个案表达——刘

文龙田产争夺案的社会学挖掘

夏扬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

理论法学教研中心

中国特色审级制度的形成、完善与发展 何帆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

合作局

中国法学

2021(04) 超越“依法裁判”的清代司法 李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

2021(05)

党内法规的百年演进与治理之道 宋功德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

规局

法典化的历史叙事 高仰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

中外法学 2021(05)

中文法学中的“权利”概念 起源、传播和外延 童之伟

华东政法大学法治

法律学院

近代英国对华域外法体系研究

万立 华东政法大学

屈文生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

文明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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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1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期刊（历史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

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安徽史学

2021(05)
清朝对国初礼俗的隐匿与文饰——以会典为

中心

吴恩荣

肇庆学院肇庆经济社

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

2021(06)

蔡京与北宋后期的役法变革——从对邵伯温

相关记载的考辨谈起

张呈忠 上海大学历史系

租界、治外法权与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

动的国际性——以《中国论坛》与“伊罗生事

件”为中心

谢力哲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从紧张到融合：改革开放初期海南农村土地纠

纷的化解

赵胜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

代安徽研究所

古代文明

2021(03)

从“辉格解释”到“议会虚权”论——西方学界

对 15世纪英国政治史的考量

杨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

院

魏晋南北朝太后命令文书考论——以"诏"与"

令"的辨析为中心

韩旭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

系

2021(04)

14世纪早期英格兰寡妇产请愿探究 黄嘉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秦汉律中的“失刑罪” 宋磊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

研究院

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

2021(04)
近代广东侨乡家产分配新形态初探——以两

家博物馆馆藏文书为主的分析

罗佩玲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近代史研

究

2021(04)

南京国民政府管控麻醉药品的制度尝试与专

营困境

姬凌辉 浙江大学

再论清末立宪中的国会年限问题——以预备

立宪筹备清单底稿为中心

项旋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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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

究

2021(05) 衍圣公府与民初《崇圣典例》修订始末 李先明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

2021(06)

1921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事件探赜 侯庆斌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

学系

“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1927年前后的

政权鼎革与司法人事延续

李在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

经济社会

史评论

2021(03) 都铎王朝普通法法院的危机与自救 邵政达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与旅游学院

2021(04) 13世纪英格兰“规训特权”运动探究 刘林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

展学院

抗日战争

研究

2021(04) 战后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对台籍战犯的审判 粟明鲜

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

亚研究中心

历史档案

2021(03) 晚清《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述略 王征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研处

2021(04)

宣统元年拟订资政院院章上谕 刘文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明代手敕考 马子木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钦定理藩院则例》蒙汉文本及校勘

白玉荣

山东大学法学院

呼伦贝尔学院

朝克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明代章奏类法律档案中的“前件” 高扬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

系

嘉庆年间王树勋还俗捐官案 徐春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整理编目处

历史研究

2021(05) 近代上海道契土地产权属性研究

李一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龙登高

2021(06)

明代内阁密揭制度考析 李小波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从近代化到近代性：日本新旧宪法的思想史解

读

韩东育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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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档案 2021(04)

西方侨民对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意见

（1919―1926）
吴文浩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谭常愷弹劾案与国民政府监察制度 戴汭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清史研究

2021(04)
清代刑部司员的任用规则与权力分配 李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

光宣之际的边疆治理转型与“丹丕尔案” 张临希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21(05)
清朝官代书的戳记与写状职能再探——以浙

南诉讼文书为中心

于帅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

史系

2021(06)

清代后期吐鲁番的葡萄园典当与金融

马秀英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

部边疆研究院

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

院历史系

清朝中期蒙古地区的内地移民与蒙古例条文

的修订——以嘉庆朝重印《蒙古律例》后附“增

订条文”为中心

包思勤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

清末破产法的创设、顿挫与遗产 张世慧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儒家文明省部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史林

2021(04)

《中外旧约章汇编》所收清代中俄条约的翻译

问题——以司法管辖为中心的考察

史志强 华东政法大学

团体政治、民族主义实践与公共参与——以近

代上海律师公会为中心的考察

江文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

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地方实践：湖州争地案审

判（1903-1908）
许俊琳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性质 张晓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

2021(06) 清承明制与清初三法司审判权格局的变迁 胡祥雨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

究所



9

史林 2021(06)

洋场上的禁苑：晚清上海租界的季节性野味禁

令

冯闻文

江南大学江南文化研

究院

1922年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事件考析 侯庆斌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

学系

史学集刊 2021(06)

清代档案史料的“虚构”问题研究——以《巴县

档案》命案为中心

王川

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

统文化学院

严丹

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狩猎与盗猎——英国“长 18世纪”转型视域下

的狩猎法变迁

许志强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

院

史学理论

研究

2021(04) 文献多样性与清代地方司法研究 邓建鹏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史学月刊

2021(07)

管辖权嬗变与利益博弈——近代汕头海港检

疫权的收回

杜丽红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

海）刘嘉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 胡云生 河南工程学院

科学决策的盲区——19世纪英国海洋拖网渔

业立法依据转型的思考

征咪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宗教争端的世俗衍化和政治表达——1648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秩序

建构

王银宏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

学研究院

2021(08)
以色列 1950年《回归法》议会辩论中的犹太

移民问题

崔财周

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

中心

2021(10) 中古教会婚姻立法中的同意原则 龙秀清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2021(11) 近代早期法国王室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接受 李德龙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2021(12)

宋代的公吏与“公吏世界”新论 廖寅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

心

民初继承案件审理的现代性探析——以江苏

省为例

翁有为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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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 2021(12) 铁路、市场与禁毒——近代郑州烟毒业述论 顾万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

代史研究所

世界历史

2021(04) 英国近代土地确权立法与实践 侯建新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

明研究院

2021(05)

原敬关于立宪君主制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陈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历史研究所

亚述帝国诉讼的行政化 国洪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历史研究所

2021(06) 中世纪行会视域下的英格兰法律会馆 康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文献 2021(06)

《齐职仪》与官修政典的兴起 黄桢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明代诏令文本的原貌与流变——以洪武朝为

中心

杨柳

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

文化“走出去”协同创

新中心

中国经济

史研究

2021(04)

清代中期老年人居住方式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 502件刑科题本档案为基础

王跃生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

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清代田宅交易中的官中与基层治理

丁春燕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龙登高

商业习惯与现代经济立法——民国上海传统

行业同名字号现象研究

张二刚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

高红霞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

2021(05)

招诱商贩与抑配编民——蔡京茶盐新法的地

方运作方式研究

张呈忠 上海大学历史系

杂税转正：民国时期山西契税的征稽

(1912—1937)

郝平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

张文瀚 中共吕梁市委党校



11

中国经济

史研究

2021(05)
土地改革前夕山林权属的研究——基于南方

六省的分析

陈思莹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徐晋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

2021(06)

清代田地交易契约中的税粮初探——基于《湖

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研究

盛承

厦门大学图书馆古籍

特藏与修复部

寄庄户的成立与长期延续——徽州富溪程氏

家族宋元明文书考析

黄忠鑫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3-4世纪鄯善王国财产权法初探——以土地产

权为重点

张文晶 南京师范大学

李天石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

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

究

2021(03)

禁而未止：清代京城酒税征收与私酒之兴 高福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商业破产习惯中的债务和解及其清

理机制

左海军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

心

明清社会经济史与制度法律史研究的新成果 林晓炜 厦门大学法学院

中国史研

究

2021(03)

六察法的推行与宋神宗时期监察制度的转变 杨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明代诏敕的赍送与传播 陈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

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

研究中心

2021(04)

秦汉时期的“妖言” 尚宇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明代卫所军户原籍田产处置初探——以清水

江文书“成化二年转批粟文海田地合同”考述

为中心

吴才茂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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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

究动态

2021(04) 《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读后 杨兆贵

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

等研究院

2021(05) 近 40年秦县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朔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

学院

中华文史

论丛

2021(03)
军亦吾之民：明末判例判牍中的卫所司法地方

化

郭红 上海大学历史系

2021(04)
通行本《唐大诏令集》卷八六《咸通七年大赦》、

《光启三年七月德音》错简考

张雯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表 1.3 2021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期刊（高校社科学报）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

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安徽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4) “见其礼而知其政”：从周公制礼到秦行郡县 盛险峰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2021(05)
“水程”与“议约”：清代汉口房地产卖契的书

立——以徽商文书为中心的探讨

范金民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

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1(04) 论近代英国的卫生检查制度 王广坤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重庆大学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4) 食物节约立法的域外考察及其借鉴

黄锡生

重庆大学法学院

饶能

东北师大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5)
转基因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研究——以

欧盟经验为例

赵晶晶 南开大学法学院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21(05)
明代地方纠纷解决模式的历史变迁——以

徽州裁判文书为考察对象

孟烨 复旦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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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21(05)
中国共产党百年纪律检查制度建构与从严

治党探析

肖贵清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张甲哲

海南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2021(05) 北欧合宪性审查模式及其中国意义 黄柳建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

教研部

河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1(04) 罗马共和时期司法机制论 苏彦新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

院

2021(06)

理想兵制的困境——宋神宗时期“保甲法”

再探讨

雷家圣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

所

新中国大学治理法治化演进的历程、经验、

难点及思考

冷向宇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

思主义研究所

湖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1(04) 日本近代“公德”发展与“法治”关系探赜 史少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

学院

湖南科技大

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21(04)
英美法系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学理分析及

对我国的启示

李梦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

学院

2021(05)
财审关系视域下民主革命时期审计监督法

制建设疏论

杨俊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肖高华

华东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1(06) 北魏成文法与司法实践的关系 严耀中 上海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

2021(05)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作家的法治观及其局

限性——以梁启超、胡适、林语堂为中心

董燕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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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

2021(04)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 张文显 吉林大学

2021(06) 近代英国公司制度的起源 张乃和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

研究院

吉首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1(04)
党内监督百年实践：历史嬗变与行动趋向

——基于国家治理视角

李景平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曹阳

2021(06)
传统吏道的内涵、结构、特征及现实启迪

王向清

湘潭大学

雷定京

论民间法的疆界：广义法哲学视角 姚选民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济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1(06) 论仁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诸葛忆

兵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暨南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

版）

2021(11)

晚清上海租界华洋关系的嬗变——

以华人参政问题为视角

魏兵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

清末澳门“路环血案”始末考述 黄文辉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

化研究所

2021(12)
论党内法规的规范性——基于党史和学理

的双重考察

祝捷

武汉大学法学院

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

中心

江西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21(05)
从“共有”到“公有”：新中国初期北京江西

会馆财产的清查与接收

李平亮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区

域社会研究资料中心
赵鹏飞

兰州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

版）

2021(04) 清前期灾害信息上报制度建设初探 周琼

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

究所

2021(05)
独联体国家《反恐怖主义法》：基础、框

架、特征与挑战

汪金国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

系学院王志远

2021(06)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权法及其实践 阮兴 兰州大学法学院

敦煌文书中“乡法”呈现的社会治理 巨虹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杂志

社

论韩非子“势”论的内在逻辑 王宏强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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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大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4)
从记忆到遗忘：欧盟被遗忘权制度的运行及

其启示

江溯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21(06) 论申不害的法理学说 喻中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21(05)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国会涉华法案及其影

响

魏红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

究所

2021(06)
《韩非子》惠民竞技寓言及其蕴含的“民意

论”
刘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南通大学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5) 出土简牍所见秦代仓储管理制度

谢坤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蔡华祥

上海大学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5)
海洋法律秩序生成：历史脉络、法治困境与

海洋法权

马得懿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

院

上海交通大

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

版）

2021(04)
英美早期诽谤法制度下出版自由理论的实

践困境

陈堂发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

播学院

2021(05)
西法东渐中的知识自主：以里昂中法大学法

学博士培养为例

朱明哲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

研究院

2021(06)
论北方族群法与东亚法文化圈的关系：以盗

罪倍赃制的传播为中心

张春海 南京大学法学院

深圳大学学

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

2021(06)
海上封锁国际法中的利益平衡：传统、当代

与挑战

朱利江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

院

四川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4)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制度化百年演进历程、

动力与经验

滕文浩

四川大学党内法规与廉

政治理研究中心

论马克思基于劳动哲学的法律起源论 黄云明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

学院

2021(05) 新中国成立初期川西行署赔罚运动研究 张杨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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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5) 刑法教义学的源流、体系与功能 张勇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

院

2021(06)

王朝正统论与政权合法性——以商周鼎革

为例

彭华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

所

“平”：中国传统法律的深层理念 汪雄涛 同济大学法学院

信访论纲：一个权利观念史的文化解释 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

研究所

四川师范大

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1(04)
清代中后期四川乡场的管理机制及权力关

系——以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

郑成林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

史研究所
李升涛

苏州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4) 《南京条约》中英文本不平等问题研究

杨宇冠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

研究院

高童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21(05) 女性平权与法律革新 卢然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同济大学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6)
巴西转基因农产品监管机制的演进与现实

影响

陈玉英 同济大学法学院

武汉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6) 足与秦汉礼、法规范的基点 王子今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西安交通大

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1(05)
欧美跨境数据流动规制：冲突、协调与借鉴

——基于欧盟法院“隐私盾”无效案的考察

单文华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

邓娜

西北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6)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孙录见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刘文瑞

訾建军

张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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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大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4) 清末紫阳司法档案中的先买权案件研究

霍存福

吉林大学法学院

金怡

2021(06) 元代后期吐蕃行宣政院研究

胡小鹏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陈建军

西藏大学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3) 敦煌所出藏汉两种雇工收麦契比较研究

杨铭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

研究院

贡保扎

西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

文学学院

西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5) 从 NSC41号文件看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

王伟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王贝诺 南昌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金萌萌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2021(06)
法律、契约和习惯：清至民国的典产处置机

制

谢开键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厦门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谱系

刘连泰

厦门大学法学院

孙悦

2021(05)
台湾居民权益保护法制的碎片化及其统一

化

季烨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湘潭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4)
自然之债的起源与价值——以罗马法文本

片段分析为中心

睢苏婕 湘潭大学法学院

浙江工商大

学学报

2021(04)
“预惩协同型”腐败治理机制之建构——基于

法国《萨潘二号法》的比较视角

陈萍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法学院

郑州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4) “三反”运动中的“打虎”实践及其影响 张富文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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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

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1(06)
融情于礼：孔子“礼治”思想对乡村情感治理

的启示

杨慧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

社会学学院
吕哲臻

中国人民大

学学报 2021(06)

秦汉王朝对乡里族姓的规划与管理 凌文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度量衡制颁行与秦汉国家权力 孙闻博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

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

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

学院

美国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争议及其启示 杨志琼 东南大学法学院

中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4)
中国共产党百年法制建设历程回顾

江必新

中南大学法学院

戢太雷

王夫之对儒家法理学的重整及当代价值 喻中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2021(05)

欧洲人权法院“活的文件”判例法的发展、性

质及出路

毛俊响

中南大学法学院

郭敏

美国土地管理中的分区制：源流、争论与价

值

陈婉玲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

院

杨柳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

院

晚清涉外货款纠纷中华商对洋商的联合斗

争

曹英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中山大学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4) 摩尼教审判绘画二帧 康高宝 匈牙利罗兰大学

2021(05)

戊戌时期梁启超民权话语的思想逻辑 贾小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

“民权兴则国权立”：梁启超称颂《民约论》

本意考

庄泽晞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21(06) 清末民政部的转型与共和民国之肇建 郭思成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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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21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期刊（综合性社会科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

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北京社会

科学

2021(08) 秦简牍所见居赀赎债问题再探 刘鹏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东岳论丛

2021(09)
从传教到从政：美国来华传教士伯驾身份

转换探析

刘晓临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刘子奎

2021(11)
发现“法典化”传统的法理：价值、进路与

限度

谢红星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读书

2021(10) 法治的悖论——论霍布斯的“法治”思想 李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

2021(11) “科学审判” 邓子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

福建论坛

（人文社

会科学版）

2021(07)
清末民初“民权”与“国权”之争论及变奏解

析

张春林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

甘肃社会

科学

2021(05)
《唐律》关于动物致损责任主体的立法特

点——与《民法典》相关条文的对比

赵晓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林雪

广东社会

科学

2021(06)

近代西方税收与殖民管治：澳葡政府确立

对澳门华人的税收制度

曾金莲 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

碎片化的专业治理：国家政权建设视角下

近代中国卫生行政的演变

杜丽红

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

校区）

贵州社会

科学

2021(07) 梁启超对近代国人的海权启蒙研究 赵淑刚 中共中央党校

2021(08) 论中国人权思想的文化基因

颜清辉 同济大学

程志敏 海南大学

2021(09) 从《申报》看清末的赌博与禁赌 魏晓锴 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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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社会

科学

2021(11)

19世纪初西方英译本《大清律例》述评中

的中国法形象

李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

院

公元 3-4世纪鄯善诉讼制度研究——以尼

雅出土佉卢文简牍为中心

张弛 华南师范大学

国外社会

科学

2021(06)

欧美减贫立法实践对我国后脱贫时期减贫

法治的启示

丁国峰

安徽大学法学院暨经济

法制研究中心

上海合作组织五国反极端主义法比较研究

及其借鉴

王文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

与人类学研究所何星亮

格·阿·瓦

西列维

奇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河北学刊

2021(04) 论宋代的保密与泄密 郭志安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2021(06) 清末“海权”概念考释 王昌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

教研部

江海学刊

2021(04)
明末清初田宅交易税契制度的演变——以

徽州文书为中心

阿风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2021(05)
香港 1867年《传染病条例》的立法与存废

之争（1867～1894）
杨祥银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江汉论坛

2021(08) 战后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的筹建

赵睿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严成

2021(11)
冲突与协调：国民政府时期监察监督与其

他监督权限衔接疏论

肖高华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2021(12) 论 20世纪初立宪题材小说的法治想象 董燕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江淮论坛

2021(04) 论韩非子的规训正义 张娜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21(05)
论《韩非子》中“悚惧”的逻辑展开与异化

——以君主对臣属的心理震慑为核心

戴木茅 河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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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论坛 2021(06)
从《商君书·徕民》看商鞅学派的思想变迁

——兼论战国晚期秦国人口及军事变化

尤锐 希伯来大学东亚系

江西社会

科学

2021(08)

乾隆前期湖南的职役与地方社会治理 常建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

究中心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明代徽州的乡约推行与县域治理 王浩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2021(09)

绍续明礼：清顺治朝国家礼制的“汉化”转

向

吴恩荣

肇庆学院肇庆经济社会

与历史文化研究院

程炽玲 肇庆学院

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法律制度变迁与完善图

景

黄俊辉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学

与知识产权学院

2021(10)

中央苏区农业税制建设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易凤林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

魏烈刚

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学术中心

法律与革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价值

新论

刘俊 江西师范大学

曾绍东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2021(11)

元代法律对后世的影响——以盗罪与奸罪

为例

刘晓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刍议唐律中的正当防卫因素 俞晖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明成化时期江南“诈伪”现象探析——以条

例为中心

刘正刚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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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代

2021(05)
政策执行与市场分割：《劳动合同法》长

期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李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

口学院

张耀军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

学院

巫锡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

口学院

余丹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

口学院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

学地球与环境研究系

2021(06)

主权、治权与族群关系——重新理解李仙

得的“番地无主”论
杨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土地、种族与殖民治理——南非种族隔离

土地法的演变

蒋晖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

院

南京社会

科学

2021(07)
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功

效

陈凯健

扬州大学法学院

启东市人民法院审判监

督庭

蔡宝刚 扬州大学法学院

2021(11)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条款的规范变迁及功能

转向

李祎恒 河海大学法学院

宁夏社会

科学

2021(05)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

克思主义研究所

青海社会

科学

2021(05)
民间法视野下的佛教戒律、传统丛林制度

和寺院规约

穆赤·云

登嘉措 西北政法大学

赵旭东

2021(06) 论近代中国立法中的“家庭教育”及其启示 齐凯悦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求是学刊 2021(05)
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妥当责任边界——

以美国埃克森案展开

唐克

中国政法大学

王灿发

求索 2021(04) 善性与荀子人性论 沈顺福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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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 2021(05)
从个人应得、社会公平到复合正义———

法律公正观的历史流变

胡玉鸿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习近平法

治思想研究中心

人民论坛

2021.07

（上）

唐朝的外交仪轨及其特质 李鸿宾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2021.07

（下）

延安时期的法制宣传策略及当代启示 马宝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应急管理中心

2021.08

（上）

高素质政法队伍的职业伦理培育探析——

以传统法文化为视角

柴荣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法律帝国主义的本质、表现及因应对策 魏磊杰 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

2021.09

（中）

明清督抚制度的特点与作用 屈超立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

2021.10

（中）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高志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古代公文保密工作的特点 徐拥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

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

发展研究中心

2021.10

（下）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

验

李斌雄 武汉大学

百年大党如何引领中国法治发展 朱景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21.11

（中）

百年党风廉政建设回顾及启示 倪素香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21.11

（下）

早期赘婿与古代婚姻的演变 闫爱民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

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2021.12

（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宣传的历史经验 段传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

2021.12

（中）

国家安全观的百年演进与基本经验 胡邦宁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古代皇帝问责的对象与形式 李宪堂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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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

2021.12

（下）

百年党内法规建设：发展图景与基本启示 刘红凛 复旦大学

党的纪检监察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 刘硕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山东社会

科学

2021(08)
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法哲

学批判的政治叙事

涂良川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2021(09)
整体主义视域下《管子》自然资源利用思

想及其法律价值

白洋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

2021(11)
苏联法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对我国法理

学的影响

张燕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

院

社会科学 2021(08)

青铜编钟铭文所见周代礼乐理念暨制度 黄锦前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礼法传统中的“象魏悬法” 张涛

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

院

社会科学

辑刊

2021(05) 柏拉图《国家篇》中的正义与问题 龚群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科学

研究

2021(04)
“政治优先”抑或“法律优先”：民国时期立

法审查派与司法审查派的合宪审查之争

朱晓东

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张卫东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1(05) 新中国法制中的苏联因素 梁琳

长春大学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

2021(06)
从东京审判到丸之内审判：同盟国对日 A

级战犯审判政策之流变

张素萍

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

战线

2021(12)
地方“谘议政治”的发端：清末奉天谘议厅

述略

塔丽婷

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探索与争

鸣

2021(12) 耻辱罚取舍与现代中外法制的价值选择 范依畴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文化纵横 2021(06)
官僚类型变迁：科举制与传统中国的治理

模式

李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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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 2021(06)

论“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兼容之可能进

路——以先秦儒家“报”伦理为视角

陈晨捷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

院、儒家文明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

黑格尔法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历史内涵——

兼与韩水法教授商榷

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

传统话语背景下近代维新派的民权观 孙晓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

新疆社会

科学

2021(04) 唯物史观下的刑事政策范式 温建辉 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学海 2021(04)
霍布斯的法律合法性思想研究——以法律

拟制为中心

唐学亮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

学术界

2021(07) 土耳其族群政策和立法中的价值理念问题

周少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

与人类学研究所

和红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孟加

拉国研究所

2021(08)
《商君书》国家治理观与传统社会形态指

向

桁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

2021(10)

祛苛法而求典宪：陆九渊的法理憧憬 喻中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理治的法理阐释——以朱子理治思想为中

心的考察

郭忠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

院刘渠景

2021(11) 中国共产党百年巡视制度变迁研究 申天恩

大连海洋大学海洋法律

与人文学院

学术论坛 2021(05) 论列宁国家权力监督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钟瑞添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学术前沿

2021.10

（下）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法学意义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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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2021.11

（下）

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百年回顾与展望 刘小妹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

研究所

学术研究

2021(07)
明成化时期江西“好讼”现象与社会转型

——基于条例的考察

刘正刚

暨南大学历史系

李东霖

2021(08) 中国共产党法治理论的宪法印记

吴家清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马勇

学术月刊

2021(07)

代议制政府与代表制政府：一个理论和历

史的比较

陈明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

陈远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

政法传统中的人民陪审：制度变迁与发展

逻辑

于晓虹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王翔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

2021(09) 清末民初中国侦探小说中的传统性因素 战玉冰 复旦大学中文系

2021(10)
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百年变迁——主题与变

奏

朱林方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

院

学习与实

践

2021(11) 欧盟环境刑事管辖权之实施困境及突破

董邦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

司法学院郭少杰

学习与探

索

2021(09) 辨析差别：礼治与法治之异 马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

学院

2021(10)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百年实践与制度经

验

王立峰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建设的百年

进程与基本经验

王冰冰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2021(12)

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的传统治理资源与批

判性借鉴——基于宋代“去官不免”制度的

分析

潘萍 河海大学法学院



27

云南社会

科学

2021(04)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百年回溯与展望

杨俊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肖高华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浙江社会

科学

2021(09) 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法治梦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社会

科学

2021(10)
中华法的政治机理——基于秦汉与古罗马

时期的比较视角

王志强 复旦大学法学院

中州学刊 2021(10)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

邹芙都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

孔德超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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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年下半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扩展版期

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编者按：本节所取期刊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CSSCI扩展版来源期

刊目录（2021-2022）》为准，选取法学、历史学、高校社科学报、综合性社会科学等四类

期刊。相关表格编制时综合参考了微信公众号“法律史评论”发布的《法史年报 | 2021年法

史论文辑录（法学期刊）》、《法史年报 | 2021年法史论文辑录（史学期刊）》、《法史

年报| 2021年法史论文辑录（高校学报）》和《法史年报 | 2021年法史论文辑录（综合社科

期刊）》。

表 2.1 2021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法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

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地方立法

研究

2021(05)

营商环境视域下民营经济立法功能变迁 张琳

复旦大学法学院

英国剑桥大学

论中国国际法治观的发展

许军珂

外交学院

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

所

温维刚 外交学院

2021(06)

宪法的革命性与连续性——从宪法纪念

日谈起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

奠定“法制建设的基础”——“八二宪法”与

五届全国人大的历史行程

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立法与

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诉讼的前夜：人类如何解决纠纷 桑本谦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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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立法

研究

2021(06)
清末上海华界的暴力与司法——以《李超

琼日记》和《申报》为素材

徐忠明 中山大学法学院

法律适用

2021(07) 藏族刑事习惯与国家法之关系再探析 格桑次仁 西藏大学政法学院

2021(10)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

内涵与成员确认

何宝玉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

委员会办公室

2021(11)
正本清源：新中华法系视角下人民司法制

度再审视

郭彦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21(12)
民法体系中“习惯”适用的历史经验与现

实转化

邸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法学院

法治研究

2021(04)

法国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新发展 张民安 中山大学法学院

反腐败合规法律实践的规范演进与实践

展开——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为切入

万方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

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21(06)

组织法视角下的公司合规：理论基础与制

度阐释——德国法上的考察及对我国的

启示

王东光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

学院

甘肃政法

大学学报

2021(04)

美国互惠贸易政策：演进、逻辑与挑战

徐泉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

学院郝荻

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判定标准的路径

建构——以美国和英国实践为视角

史欣媛 厦门大学

2021(05)
从“刑讯不得已”到“不准刑讯”：沈家本刑

讯观念的嬗变

翟家骏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2021(06)
现代性、社会控制与犯罪记录制度：犯罪

记录的谱系学考察

吴尚聪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合

规研究中心

国际法研

究

2021(06)
论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从“公

法”译词展开

吴官政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

学院

王传丽 中国政法大学

河北法学 2021(12)
国际法史背后国际法话语权体系的现代

性反思

冯胜勇 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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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

学报

2021(05)

论选举对唐代士大夫法律素养的影响 孙静蕊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

学院

礼法之争是简单的道德与法律之争吗？ 文扬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

学研究院

2021(06)

法律职业伦理：历史、价值与挑战 苏新建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法语”“信行”：我国传统司法治理“无讼”

理念之实践意蕴

邱玉强 吉林大学法学院

交大法学

2021(03)

幕友与明清州县裁判——从“副状”文书

出发

孟烨 复旦大学法学院

近代中国侵权行为用语考略 王亚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

从国家教会法走向宗教宪法——德国宗

教治理的百年变迁

田伟 慕尼黑大学法学院

“同侪审判”词义考——以《大宪章》第 39

条为中心的文本考察

万立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

院

2021(04)
论数字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意涵与

功能及其现代启示

杨立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

易谈判学院

科技与法

律

2021(04)
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的反垄断规制

——欧美的经验与启示

高佳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南大法学

2021(04)

主动退市规制的德国经验与启示 张艳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

培育“案例市场”——以英国判例制度形

成为镜鉴

雷槟硕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重令型国家的观念建构——与朱腾教授

商榷清华简《子产》的定位

王晨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

文学院

2021(05)

教育公平视域下美国高校招生配额制的

合宪性审查——以“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

哈佛大学案”为核心的分析

涂云新

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

心（国家人权教育与培

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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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法学

2021(05)
19世纪 4部《大清律例》法文译本译者序

言

菲利克斯·勒

努阿尔等

（著）

/

王春荣（译）

上海政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

孙雅文（校）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

院

2021(06) 英国检疫隔离立法源流及启示 张龙 北京大学法学院

苏州大学

学报（法

学版）

2021(03)

中国近代以来宪法课程体系的演变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论民国时期的人权教育

王德志

山东大学法学院

李猛

论民国公民教育的起源与变迁 陆一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宪法规范力的学术建构——从基本范畴

认识民国宪法学的学说史贡献

曾韬 德国科隆大学法学院

张翔 北京大学法学院

2021(04)
依《德国普通商法典》缔结法律行为时的

代理

保尔·拉邦德

（著）

阿尔伯图斯-柯尼斯堡

大学

刘洋（译）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柯伟才（校）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知识产权

2021(08) 两大法系背景下的商标保护制度 李明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

产权中心

2021(10) 知识产权强国的历史面向与时代蕴涵 董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21(12)
美国最高法院 2020年度知识产权判例解

析

金海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海商

法研究

2021(03)
外国军舰在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领海的无

害通过：理论、实践与借鉴

王泽林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

学院

2021(04)
欧盟ISDS机制改革中的欧盟法挑战：欧盟

法院的解释与启示

曹兴国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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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用

法学

2021(12)

基于公开文书的常见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数据分析研究（2006.9-2020.9）

李俊慧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

院创新研究部

卓煜

柴祎琼

崔甲蓉

王怀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产权制度基础领域研

究组

王硕

况雨艳

周子琪

张思慧

谢丹怡

当在线纠纷解决遇到区块链：去中心化司

法的诞生

费德里科·阿

斯特

克莱罗斯（Kleros）司

法区块链

布鲁诺·德法

因斯

巴黎第二大学

张智豪 湘潭大学法学院

中国政法

大学学报

2021(04)

清代共同犯罪首从认定中的疑罪处理

——以监候待质为中心

申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山西警察学院

论法国困境企业股东的义务

弗朗索瓦-西

维尔·卢卡

（著）

巴黎第一大学

索邦司法研究所

种林（译）

中国政法大学

山东政法学院

2021(06)

先秦儒家“德政”思想与君权“限制” 姜登峰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寻找实现行政正义的最佳方式——英国

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与课题

高秦伟 中山大学法学院

再论英国行政复议制度 彭錞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

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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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21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历史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以

拼音首字母

为序）

期次 论文题目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历史教学（下

半月刊）

2021(10)
近代早期英国济贫实践中的腐败成因及整治

措施特征

刘曼慈 东北师范大学世

界中古史研究所张晓华

历史教学问

题

2021(06)
日本领海制度的确立与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1958-1977）
浦佳佳

华东师范大学历

史学系

日本侵华南

京大屠杀研

究

2021(03)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的汉奸逮捕、审判和刑罚

执行

段振华

武汉大学历史学

院

外国问题研

究

2021(03) 19世纪伦敦公地用途的法律争讼与思想语境 严玉芳

长春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

2021(04)
中世纪德国商事法律制度演进探析——以集

市法为中心

张万春

（具体单位暂未

查明）

中国典籍与

文化

2021(04)
铜器铭文所见大宗干预小宗立嗣的现象 贾海生

浙江大学古籍研

究所

明清科举考试时间祛疑 李鹤丽 南京大学文学院

表 2.3 2021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高校社科学报）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首

字母为序）

期次 论文题目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安徽师范大

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

版）

2021(04)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基

本经验

姚宏志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政权更迭背景下的选择性惩治——民

国时期倪嗣冲逆产案之考察

郭从杰

阜阳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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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

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

版）

2021(04)
1964-2014：美国烟草管

制斗争的半个世纪

熊樟林 东南大学法学院

北京理工大

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1(04)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

价值

于语和 南开大学法学院

雷园园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广州大学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4)
纪检监察体制变迁中的多元主体关系

及演进逻辑

王冠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任建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

2021(05)
中国反腐与廉政的国际合作：过程、

逻辑与展望

孙灿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廉

政与治理研究中心

哈尔滨工业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21(05) 经与权：汉代官吏矫制行为考析 魏爽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

2021(06)

通过分权强化集权的善群方略——汉

朝监察制度的创新性贡献

赵春燕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

文社科学院

《袁氏世范》与宋代民间社会建设 景乔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学院

尼布楚谈判中徐日升、张诚的历史形

象变迁

王天宝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华东理工大

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1(06)

群己关系与乡村社会治理——基于

《吕氏乡约》的文本阐释

郭占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懿凡

张森

墨家政策思想的逻辑：功利主义的社

会契约论

赵德余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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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学刊 2021(05)
以礼统法——晚周秦汉儒法竞合之归

宿与中国政治文明精神之定格

刘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理论研究所

烟台大学学

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1(06) 清乾嘉刑科题本所见北方宗族札记 常建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

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

学版）

2021(05)
诏令中的政治史：高宗武则天时期诏

令文之语言维度的考察

刘顺 黑龙江大学

2021(06)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中的“夷兵”及其功

能考察

马靖然 云南大学

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21(04)

文化犯罪学兴起与启示——基于西方

犯罪学理论演变的考察

李东 厦门大学

国外程序正义警务模式及启示

郭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田姝婕

厉翔宇

2021(05) 美俄外国代理人管理制度及启示

毛欣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陈映锦

刘小煊 陕西省商洛市公安局

2021(06)

论德国魏玛宪法的二重性及成因 程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公安机关纵向职责同构：历史梳理、

路径依赖与体系重构

谭羚雁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张小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历史视野下的明清基层治安体系构建

研究——以田野资料的运用为例

赵洋

山西警察学院

张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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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2021年下半年 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综合性社会科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以

拼音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著/译

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广西社会科学

2021(07) 远古至春秋时期的情报问题探析

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刘进有

重庆医科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2021(08) 《吕氏春秋》中的“公天下”思想管窥 张文渊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

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

部

2021(10)
抗战时期川康建设期成会对大后方基层吏

治的观察与反应

耿密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湖北社会科学

2021(09) 宪法实施的协调机制：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翟国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法研究所

2021(11)

梁启超地方自治思想之“善变”述评 蔡双全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与旅游学院

清前期中西贸易法制变革之缘由

朱腾伟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法

学与知识产权学院

张洪林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中国传统“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志强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王晓宁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湖南社会科学 2021(06)
近代中国法律期刊的历史考察——以出版

谱系为视角

崔明轩 南京大学法学院

兰州学刊 2021(09)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以德国

为借鉴

王彦明

吉林大学法学院

王殳昊

天府新论 2021(06)
儒家视域下的武则天礼制改革——以母亲

服制为例

陈姿桦 同济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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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论 2021(06)
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对梁

治平《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的思考

刘飞飞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

学术探索

2021(07)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历程、历史

经验及前瞻性思考

邬思源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21(09)
中国古代荒政的非理性治理因素考察——

以明清时期城隍祈雨为例

周嘉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

徐红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

关系学院

2021(10)
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礼俗观念探析——以民

国报刊为中心

黎春晓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彭孝军

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

产业学院

2021(11)
秦汉时期的法律用语考略——以出土简牍

中的“与盗同法”为例

陈光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

2021(12)
礼乐革新：从特权礼乐向庶民必需品的转化

——《论语·八佾篇》的法典化解读

沈敏荣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

学院张玉莹

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学

报

2021(06)
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

验

王炳林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张甜甜

中国文化研究 2021(03)

朱熹对《论语》“礼”的三维诠释 郭园兰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汉当自制礼”：东汉前期“制汉礼”的逻辑理

路及失败原因

王尔 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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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年下半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所载

法律史论文概览

编者按：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未公布 2021-2022 年 CSSCI 收录集刊目录。

为确定检索刊物，本表编制时，参考中国集刊网（http://www.jikan.com.cn）及微信公众号“知

道点传统文化”（微信号：zddctwh）2021年 7月 27日发布的《叒增 8种 | CSSCI（2021-2022）

收录集刊目录（已更至 153种）》所列出的集刊名录。

表 3 2021年下半年 CSSCI来源集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名刊次

出版社及出版时

间

论文题目 著/译者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评论（总第 22辑）

上海三联书店，

2021.8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

[匈]卢卡奇

（著）

闫高洁（译）

经典与解释（58.弥尔

顿与现代政治）

华夏出版社，

2021.8
弥尔顿与《独立宣言》 阿尔维斯

老子学刊（第 17辑）

巴蜀书社，

2021.10
“小国寡民”非老子的社会政治理想考论 黎千驹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21年第 1辑，总

第 27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7
商品交换中的所有权正义及其异化 丰云

中国美学（第 9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11

《荀子》杨倞“伪”字注的误读与接受——论荀子

礼乐美学的中心概念

李忠超

刘彦顺

诸子学刊（第 22辑）

上海古籍出版

社，2021.11

老子“不尚贤”辨 邓伟龙

功利、权势、价值与心性——韩非“公私之辨”

的四重维度

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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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刊（第 23辑）

上海古籍出版

社，2021.12

春秋战国时期“势”概念的探讨 赵璐

《韩非子·初见秦》作者考论 崔志博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

丛（2021秋季号）

复旦大学出版

社，2021.11
《美国悲剧》中的“美国梦”与法律正义 孙艳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第 35辑）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2021.12

罗伯特·库弗小说《火刑示众》中罗森堡间谍案

的文学再现与抗议策略

王弋璇

中国诗歌研究（第 21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7

《诗经》祭祖诗训诫辞的礼乐内涵

李喆

李山

略论《诗经》燕飨乐歌的仪式化书写 亓晴

甲骨文与殷商史（新

11辑）

上海古籍出版

社，2021.11

从巫乐高峰到礼乐先声：殷商卜辞所见乐舞功能

的演进

王秋萍

近代史学刊（第 24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8

美国购银法案与 1930年代中国经济危机关系认

识误区及其辨正

蒋清宏

近代史学刊（第 25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10

为什么普通法更有利于创新和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李红海

从基层司法看中西诉讼分流 杨松涛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47辑）

广陵书社，

2021.11

从书院志看清代县级书院管理体制——以平阳

《龙湖书院志》为例

兰军

清史论丛（2021年第

1辑，总第 41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7

清乾嘉道时期广西土司地区土民的日常生活

——以 40件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陈季君

贺益

宋史研究论丛（第 29

辑）

科学出版社，

2021.10

拆解与建构：宋朝“清平三百载”历史特点的法史

解读——《宋代地方法治问题研究》读后

田锦茂

王晓薇

唐史论丛（第 33辑）

三秦出版社，

2021.9
《唐大诏令集》新补 冯雷

中国经济史评论

（2021年第 1辑，总

第 13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8

中国近代股权问题初探——公司史研究的一个

侧面

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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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 26卷）

天津古籍出版

社，2021.9

公祭与私礼：礼制观念变化下的唐代女主亚献 孟献志

弱者的武器：明清时期女性诉讼策略的展开 刘振洋

晚清时期的宗法调适和宗族转型——以冯桂芬

为例的考察

朱新屋

简帛（第 23辑）

上海古籍出版

社，2021.11

秦律令文本形态浅析 周海锋

秦以法治国理念在荆新地的推行——以“攸县新

黔首去北案”为中心的考察

王朔

中东研究（2021年第

2期，总第 83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11

中东的能源仲裁

托马斯·R.斯奈

德等（著）

朱伟东（译）

以色列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建构与国际合作 李晔梦

东南法学（第三辑·学

术前沿与专题研究）

东南大学出版

社，2021.8

法国宪法史与日本——大革命 200年·战后 70年

的“重读”

辻村みよ子

（著）

王涛（译）

“六法”思想——关于拿破仑五法典、行政法典和

近代法继受

冈田正则（著）

闫周奇（译）

法律史评论（2021年

第 1卷·总第 17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11

陕甘宁边区基层刑事司法实践与经验探析 韩伟

从农村到城市：革命政权公共卫生法制的探索与

创制

宋鋆

延安时期李木庵恢复性司法观及其历史价值 薛永毅

婚姻法实践前后的妇女境遇 郑康奇

新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历史变

迁和特点

刘妤

《奏谳书》“狱史阑案”的法律适用 邬勖

中国古代司法决狱中“福报”话语的形成及影响 牛鹏

“贤人政治”下的法律之治 景风华

清律“夜无故入人家条”小考

[日]中村正人

（著）

赵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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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评论（2021年

第 1卷·总第 17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11

试论清代错案的认定标准及其影响 白阳

西夏契约所见官法与民法之关系特点 郝振宇

技术与伦理之间的法律移植 张春海

“无情的母亲”：19世纪美国妇女杀婴现象及其

法律论争

周曼斯

关于民族志、历史及法律的几点思考

[美]劳伦斯·M.

弗里德曼（著）

王伟臣、吴婷

（译）

近年宋代法律史研究述评 张群

论“近代经验”与体制转型

[日]高见泽磨

（著）

崔龙（译）

法律近代化与女性权利研究：路径与问题 刘楷悦

司法档案研究中材料与史实的区分 谢超

英格兰宪政史的典范：读《英格兰宪政史》 王栋

“奸胥蠹役”的新画像——《爪牙：清代县衙的书

吏与差役》评介

黄骏庚

《散佚与重现：从薛允升遗稿看晚清律学》序

[法]魏丕信

（著）

[法]梅凌寒

（译）

记革命根据地法制史学者方克勤教授 刘全娥

民间法（第 27卷）

研究出版社，

2021.11

民族地区诉源治理中的本土资源研究 牛绿花

传统调解文化结构中的“和谐陷阱”——以《红楼

梦》“玫瑰露”案为中心的解读

邓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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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法（第 27卷）

研究出版社，

2021.11

民族习惯法的刑事司法功能及其风险防范

乔杉

安然

论民族地区民间神话故事的秩序维护功能 茶春雷

我国民法典编纂史上习惯规范的变迁——从《大

清民律草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刘昕杰

李诗语

厚嫁风俗对清末民初湖湘地区社会规制的影响

于熠

王登峰

既嫁从夫？中国传统社会庶民女性家庭地位刍

议——以明清契约文书为中心

徐志强

从苏子英案透视革命年代的司法传统与变革 薛永毅

民间法视野下的佛教戒律、传统丛林制度和寺院

规约

穆赤·云登嘉措

赵旭东

身份与契约——对回鹘文契约的法社会学分析 阿力木江·依明

古罗马家父权与中国家父权的差异及其文化成

因

安宇

清华法治论衡（第 28

辑·法律与革命）

清华大学出版

社，2021.8

《法律与革命》再解读 孙怀亮

“教皇革命”时期英格兰城市法的分化

（1066-1200） ——一个伯尔曼尚未言明的问题

康宁

反思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叙事中的几大谬误 郭逸豪

罗马法在西方法律传统中的地位——比较伯尔

曼和梅因的罗马法观

敏振海

伯尔曼法律有机发展观中的紧张关系 王永祥

马克斯·韦伯是一位法律实证主义者吗？——以

伯尔曼对韦伯的批判为视角

苗文龙

超越韦伯：伯尔曼与韦伯之争 姚力博

寻找革命者——论商人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中

的两种形象

李前程

12、13世纪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司法方法的分

野

李培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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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法治论衡（第 28

辑·法律与革命）

清华大学出版

社，2021.8

印度环境法治：移调与调音 李曌

艺术品拍卖中的拍卖人对委托人责任研究——

以瑞士法为例

郑臻

美国宪法中的“二元革命” ——评伯尔曼的《启

蒙运动对美国宪法的影响》

韩成芳

国际人权史上那伟大的一代人——读《美丽新

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

化国宇

选择共和国的家“春秋” ——劳伦斯·弗里德曼

《私人生活》导读

赵彩凤

再访“法律与革命” ——德国《法律史》杂志“纪

念《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初版

30周年”研讨摘要

王婧

仍待重读的经典——《法律与革命》在中国 王栋

教会法的“物质”形态——2019世界中世纪年会

教会法综述

苏拉

《波斯人信札》简评 吕亚萍

启蒙运动对美国宪法的影响

[美]哈罗德·J.

伯尔曼（著）

韩成芳（译）

亨利一世时期总巡回法庭的起源

[美]小威廉·T.

里德（著）

李洋（译）

民国时期法学期刊中的国家机构研究概览 付宁馨

私法（第 18辑第 1

卷·总第 35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8

美国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政策之评析——基于美

国专利商标局对公众意见报告的分析

初萌

刑法论丛（2020年第

3卷·总第 63卷）

法律出版社，

2021.7
现代客观归责理论的源流：从主观到客观 陈尔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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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论丛（2020年第

4卷·总第 64卷）

法律出版社，

2021.10

美国儿童虐待强制报告法的演变历程——兼评

宾夕法尼亚州的相关规定

[美]伦纳德·G.

布朗三世、[美]

凯文·加拉格尔

（著）

李文军（译）

刑事法评论（44·刑法

的多元化）

北京大学出版

社，2021.9

历史与教义学上的片段性刑法

[德]托马斯·冯

鲍姆（著）

黄礼登（译）

法人刑事责任的比较历史与比较理论

[德]马库斯·德

克·达博（著）

李本灿（译）

刑事简易程序四十年：文本、经验、问题及走向 闫召华

中国国际法年刊

（2020）

法律出版社，

2021.10

美国防空识别区制度演进的系统性探究——曹

群著《美国防空识别区的历史和法理研究》评述

包毅楠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第 18卷第 1辑）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21.9

是妻抑妾：民国新会何氏告夫妨害婚姻之诉中的

众声喧哗

丁艳雅

“政法”传统的组织生成及转型——基于“党的

领导”与“人民民主”的关系叙事

陈洪杰

西夏学（第 22辑·2021

年第 1期）

甘肃文化出版

社，2021.11
西夏保辜制度探析

戴羽

任改勤

法学教育研究（第 34

卷）

法律出版社，

2021.10

西藏高校法学教育三十年：现状、成就与未来 罗东

学历认否、学制改革与民初教育行政诉讼

——1916年杨成源等诉北洋政府教育部案评析

吴欢

常畅

高山仰止：杨永华教授学术人生追思录

陈玺

范强

一部生动的法科留学教育史——评王伟《中国近

代留洋法学博士考》

谢行焱

宏德学刊（第 13辑）

商务印书馆，

2021.8

朱熹科学发现和法律适用中的逻辑——兼驳《中

国民族性论》对中国传统逻辑的认识

郑天祥

王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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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德学刊（第 13辑）

商务印书馆，

2021.8

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后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

关联性探赜——兼及清水江文书的价值

马国君

论孔子的义利观 郭美星

原道（第 40辑）

湖南大学出版

社，2021.8

托古改制与破旧立新之间的法理言说——王振

先《中国古代法理学》评介

周东平

开启“现代中国”的思想时刻 翟晗

1840年以来的中国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翟志勇

中国法治的历史哲学沉思 王旭

破解中国近代史的密码 泮伟江

近代中国及其命运 余成峰

把“中国”作为宪法方法 李忠夏

解读“中国性”的三个层次 黄晨

原道（第 41辑）

湖南大学出版

社，2021.12

儒家“刑中”观念与实践疏解 陈子远

源起、功能与方法：儒家“礼”论三题

苑青

张宏斌

圣人立法与君子施法：古典法治的二重结构 贾永建

传统中国“祥异”应对机制的政治法律意义 魏文超

“以外统内”与君主制国家传统：以内朝的监察治

理为中心

胡云

康有为“三世”宪法理论的建构逻辑 邢曙光

孙中山政权设计理论的内容与逻辑

沈玮玮

徐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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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1年下半年编辑出版的其他内地汉语法律史期刊、集刊、论

文集概览

编者按：本节表格所列刊物根据出版月份排序，月份相同者根据刊名汉语拼音首字母排序。

表 4 2021年下半年出版的其他内地汉语法律史期刊、集刊概览

刊（书）名 出版信息 论文题目

著/译/整

理者

中西法律传统

（2021年第 3期，

总第 18卷）

2021年 8月

近年唐代法律史研究述评

张群

刘晓

唐律疏议法律适用方法初探——以唐律疏议 49条为

中心

叶竞欧

清代后期的中俄司牙孜制度 翟文豪

新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检视 李运达

历史、趋势与现实：中国百年公证史的回顾与反思 郭玉龙

我国检察制度近代之引进 张福坤

论罗马共和国时期祭司的法律职能 程诺

我欲仁，斯仁至矣——读苏亦工教授《天下归仁：儒

家文化与法》

刘浩田

性别、私益与法文化的多维探赜——《中国的妇女与

财产：960-1949年》述评

杨潇

法史学刊（2021年

卷，总第 16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年 10

月

周初慎罚注解 李燕

唐律“公罪”立法源流与司法实践探析 赵旭

元代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基于《元典章》的研究 王炳军

法律帝国主义之下的“法制现代化”：华洋角力与会审

公廨

邹德民

《汉旧仪》等典章中的相见礼与契约法规则的关联 范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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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史学刊（2021年

卷，总第 16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年 10

月

唐律“轻重相举条”的法理性质探究 任佰虎

浅析宋代罢黜法与黜降法 黄山杉

浅谈日本近代法学诞生初期对东西两种法律文明的比

较与融合

杨继春

注释法学派的形成：学者群体、研究领域与理论工具

——一个国内文献的综述

刘舟祺

程树德的比较宪法学研究 孙烁

比较法文化论的一个尝试

野田良

之（著）

王奥运

（译）

书读五车为报国，愿得此身献中华——法学家吴建璠

先生的学术人生

王肃羽

大写的人生——在杨永华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侯欣一

重述中国法律史

（第二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年 12

月

重述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一凡

再识先秦法家 段秋关

法家学术的三个历史性贡献——兼论商鞅变法的法文

化意义

武树臣

刑鼎、宗族法令与成文法公布——以两周铭文为基础

的研究

王沛

中国古代专职法官源起新探 黄海

律令形成史——先秦法律形式之变迁 朱腾

重审董仲舒“春秋决狱”成说 李俊强

晋《泰始令》的法典化成就 邓长春

令、格、式何以称刑书——《新唐书》“唐之刑书有四”

解读

李勤通

《宋会要·刑法》体例探析 马泓波

“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

其法律史地位

谢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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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中国法律史

（第二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21年 12

月

散见明代则例资料考述 杨一凡

清代法律位阶关系新论——以《大清律例》和《户部

则例》之关系为例

栗铭徽

清代《都察院则例》与《钦定台规》之关系辨析 王斌通

日藏稀见清初监察史料《巡城条约》考略 梁健

清代成案非“司法判例”辩 王若时

从古典法治走向现代法治——读段秋关教授新作《中

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

武树臣

秦汉法律与方术之关系——陆威仪“秦汉法律与宗教

信仰观”述评

林丛

当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进步与保守（1980-2020） 陈灵海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

研究（第十五辑）

中西书局，2021

年 12月

秦及汉初赃罪体系试探 张传玺

“耐”与先秦至南北朝劳役刑的发展 王竣

唐代公文书体系试论

小岛浩

之（著）

闻惟

（译）

唐代普通民户的户绝——唐户籍法研读札记之一 孙宁

唐宋《营缮令》“津桥道路”条研究 彭丽华

论高丽移植唐代法治的原则 张春海

回鹘文买卖契约中的权利瑕疵担保条款

阿力木

江·依明

洪武三十年前《大明律》反逆罪的立法嬗变——与唐

律的比较研究

叶萍

《大越黎朝国朝刑律》解题

八尾隆

生（著）

李龢书

（译）

清代刑部成案中的图赖裁判 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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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文献

研究（第十五辑）

中西书局，2021

年 12月

嘉庆帝与请托治理 孙旭

清代盛京土地纠纷的司法运作实态

赵彦昌

姜珊

清代妄冒为婚“已成婚者，离异”探析 郭瑞卿

简易、变易与不易——读《明清律典与条例（修订版）》 刘浩田

2020年度台湾地区中国法律史研究论著目录

《中国

古代法

律文献

研究》编

辑部

2020年度国外中国法律史研究论著目录

吉永匡

史

金珍

桂涛

梅凌寒

施可婷

中西法律传统

（2021年第 4期，

总第 19卷）

2021年 12月

试论清代《江苏省例》 高颖

龙泉司法档案中的“纵警仇学案”再研究

云霖霖

湛果

“假借”“借假”罪名考辨 万文杰

古罗马政制变迁中的“向人民申诉”制度 靳如梦

洛克纳案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 杨洪斌

整体法秩序中的“双轨制”立法模式——以《德国民法

典》的形象变迁为线索

李康

日本殖民朝鲜时期立法及战后韩国的继承与改革 赵立新

《古代社会家庭财产关系略论》读后 韩树伟

清代乾隆年间“叫魂”事件的司法镜像：皇权专制与官

僚群体权力的边际均衡

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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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传统

（2021年第 4期，

总第 19卷）

2021年 12月 被忽略的主角：重识缇萦之父淳于意

杨源哲

沈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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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1年下半年港台地区学术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编者按：本部分包含两个板块，第一板块专列 CSSCI来源期刊目录所收法学类、历史

学类港台期刊，第二板块则参照台湾地区 2020年、2021年“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

暨核心期刊收录”名单法律学门、历史学门部分，综合确定所取期刊。

表 5.1 2021年下半年港台地区 CSSCI来源法学类、历史学类学术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以拼音

首字母为

序）

期次 论文题目 著/译者 著/译者所在单位

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

刊

第九十二本

第四分

（2021年

12月）

古代法律术语“坐”的字形演变、词义引

申与句法释例

吴柱 山东大学文学院

月旦法学

202109（316

期）

日本民事再生法 20年之回顾和展望

——以“企业再生”为探讨核心

郑有为

“中央大学”产业经济

研究所

202111（318

期）

自驾车法制之发展（上） 萧文生 中正大学法学院

202112（319

期）

自驾车法制之发展（下） 萧文生 中正大学法学院

政大法学

评论

202109（166

期）

从历史发展与犯罪结构论不法意图在背

信罪中的消长——兼评特殊背信罪肥大

化的立法趋势

恽纯良

云林科技大学科技

法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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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2021年下半年港台地区其他部分法学、历史学学术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以拼音

首字母为序）

期次/出版信息 论文题目 著/译者

台湾大学法学论丛

第 50卷第 3期
AI时代网路政治广告之揭露义务：以美国诚信广

告法草案为中心

陈柏良

第 50卷第 4期
论日本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中劳基法之工时规制

变革：兼论对我国工时制度之启示

徐婉宁

兴大法学 第 30期

论饲主就宠物遭不法侵害之慰抚金赔偿问题——

以我国与德国之发展趋势为中心

魏伶娟

论美国民商事司法实务管辖权判断标准于数位时

代之发展及课题

郭戎晋

成大法学 第 42期 法国专利争讼一元制之形成与实践 苏倚德

“军法专刊”

第 67卷第 4期
担保物权之现代化——以从属性缓和之法秩序变

迁为例

陈旺圣

第 67卷第 5期
拉丁美洲安地斯山脉地区四国狱政改革之变迁与

省思

刘育伟

高大法学论丛 第 17卷第 1期
德国民法工程契约中承揽债权担保之研究与台湾

法制之借鉴

黄立

成大历史学报 第 61号
司法独立与国家安全的权衡：再检视明治时期的

大津案

苏俊斌

思想史

10（近代政治

思想与行动专

号），联经出

版，2021.11

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卢梭问题：市民社会与政治

社会的辩证

陈正国

“国史馆馆刊” 第 69期 两蒋威权体制特性再探——从柏杨案谈起 李福钟

新史学 第 32卷第 3期
日治后期台湾的娱乐管制、社会调节与民众应对

（1937-1945）
徐圣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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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史研究 第 28卷第 4期
板桥林家林松寿的控母案与辩护士鸠山一郎，

1918-1921
王麒铭

二十一世纪

2021年 10月

号（总第一八

七期）

福利的博弈：上海六大公用企业实行《劳动保险

条例》始末（1950-1956）
李蔚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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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1年下半年出版的外文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编者按：本节表格选取刊物均属法学类或历史学类。具体目录编排等遵从原语种习惯。

凡系法律史专门刊物者，将目录全部附上；非专门刊物而有刊载法律史论文者，则仅将有关

法律史之论文题名及作者信息摘出。刊物排序以出版时间为准。由于编者身处内地，信息渠

道有限，如有重要刊物遗漏，望广大同仁不吝赐教补充。

表 6 2021年下半年出版的外文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刊物名称 出版时间 完整目录或所载法律史论文信息

史学雑誌（130編第 7号） 2021.7

新刊紹介

十川 陽一：大津透編『日本古代律令制と中国文明』（史学会シ

ンポジウム叢書）

歴史学研究（2021年 7

月号 No.1011）
2021.7 坂下 史子：アメリカにおけるリンチをめぐる歴史認識の変遷

唐代史研究（第 24号） 2021.8
書評

兼田 信一郎：大津透編『日本古代律令制と中国文明』

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ume 39, Issue 3)
2021.8

ORIGINALARTICLE

Jenny Huangfu Day, The Enigma of a Taiping Fugitive: The Illusion of

Justice and the “Political Offence Exception” in Extradition from Hong

Kong

Rephael G. Stern, Uncertain Comparisons: Zionist and Israeli Links to

India and Pakistan in the Age of Partition and Decolonization

Alyssa Penick, From Disestablishment to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 How Virginia's Fight over Religious Freedom Shape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orporations

Benjamin H.Pollak, “A New Ethnology”: The Legal Expansion of

Whiteness under Early Jim Crow

Sam Lebovic, The Conservative Press and the Interwar Origins of First

Amendment Lochne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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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ume 39, Issue 3)
2021.8

Naomi R. Lamoreaux, Laura Phillips Sawyer, Voting Trusts and

Antitrust: Rethinking the Role of Shareholder Litigation in Public

Regulation, from the 1880s to the 1930s

BOOK REVIEW

Emily J. Hutchison, Bronach C. Kane, Popular Memory and Gender in

Medieval England: Men, Women, and Testimony in the Church Courts,

c.1200–1500. Woodbridge, UK: The Boydell Press, 2019. Pp. vii, 301.

$99.00 hardcover (ISBN 9781783273522).

Tom Johnson, Thomas J. McSweeney, Priests of the Law: Roman Law

and the Making of the Common Law's First Profession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xvi, 287. $90.00 hardcover (ISBN

9780198845454).

Fahad Ahmad Bishara, Nurfadzilah Yahaya, Fluid Jurisdictions:

Colonial Law and Arabs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xi, 241. $49.95 hardcover (ISBN

9781501750878).

Honor Sachs, Christopher Tomlins, In the Matter of Nat Turner: A

Speculativ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52. $29.95 hardcover (ISBN 9780691198668).

Peter Muchlinski, Doreen Lustig, Veiled Pow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ivate Corporation, 1886–198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56. £80.00 hardcover (ISBN 9780198822097).

Matthew Steilen, Edward A. Purcell, Antonin Scalia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a Judicial Ic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10. $34.95 hardcover (ISBN

9780197508763).

John Henry Schlegel, Susan Bartie, Free Hands and Minds: Pioneering

Australian Legal Scholars. Oxford: Hart, 2019. Pp. 323. $94.00

hardcover (ISBN 879150992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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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and History Review

(Volume 39, Issue 3)
2021.8

Elinoam Abramov, Michael Ashley Stein, Alison C. Carey, Pamela

Block, and Richard K. Scotch, Allies and Obstacles: Disability Activism

and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34. $109.50 hardcover (ISBN

9781439916322); $34.95 paperback (ISBN 9781439916339); $34.95

ebook (ISBN 9781439916346).

史学雑誌（130編第 9号） 2021.9

論文

市川 周佑：「大学の運営に関する臨時措置法」の成立過程――

政府・与党の動向を中心として――

書評

有富 純也：榎村寛之著編『律令天皇制祭祀と古代王権』

歴史学研究（2021年増

刊号 No.1015）
2021.10

篠原 琢：ネイションの自然権から歴史的権利へ――フランチシ

ェク・パラツキーのハプスブルク帝国国制論――

藤波 伸嘉：カリフなき世界の共和国――オスマン法からトルコ

法へ――

The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ume 42,

2021, Issue 3)

2021.10

David Ibbetson, The Requirement of a Deed in the Action of Covenant

J. S. Kirkland, Confessors’ Manuals and the Practice of Law in

Medieval Ecclesiastical Courts

Conor Hanly, Summary Jurisdic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riminal Jury

Trial in Victorian England

Hugh Pattenden, Britain, Rhodesia, and the Law of Treason, 1964–1980

Joseph Mansky, Edward Coke, William West, and the Law of Libel

Andrew J. Cecchinato, Loving Justice: Legal Emotions in William

Blackstone’s England by Kathryn D. Templ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9, ix + 265 pp., (including index), $ 45,

(hardback), ISBN 9781479895274

史学雑誌（130編第 11

号）

2021.11
鈴木 智行：戦間期大都市郊外における都市インフラ整備過程と

都市計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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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Volume

61, Issue 3)

2021.11

ARTICLES

Anat Rosenberg, Legal Ridicule in the Age of Advertisement: Puffery,

Quackery, and the Mass Market

David B Schorr,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fluences in colonial legal

transplantation: water by-laws in British Palestine

BOOK REVIEWS

Priyasha Saksena, Rahela Khorakiwala, From the Colonial to the

Contemporary: Images, Iconography, Memories, and Performances of

Law in India’s High Courts

Christian Zendri, Silvana Seidel Menchi (ed.), Erasmo da Rotterdam,

Prefazioni ai Vangeli. 1516–1522,

Nicholas R Parrillo, Gregory Ablavsky, Federal Ground: Governing

Property and Violence in the First U.S. Territories

Gregory Ablavsky, Claire Priest, Credit Nation: Property Laws and

Institutions in Early America

Christopher Agee, Anna Lvovsky, Vice Patrol: Cops, Courts, and the

Struggle over Urban Gay Life before Stonewall

Matthew J Cleary, Maria Gigliola di Renzo Villata (ed), Succession

Law, Practice and Society in Europe across the Centuries

China Legal Science,

2021, 9 (05)
2021.11

Guo Zhiyuan 郭 志 媛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中国刑事诉讼法

四十年发展研究)

Liu Ren 刘任 ,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China’s Ancient Case System (中国古代案例制度的历史功效与价值

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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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China (Volume

47, Issue 6)
2021.11

Liming Wang, Bingwan Xiong, Personality Rights in China’s New Civil

Code: A Response to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Rights in an Era of

Evolving Technology

Z. Hale Eroglu Sager, A Place under the Sun: Chinese Muslim (Hui)

Identit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in Republican China

東洋史研究（第 80巻 第

3号）

2021.12

伍躍：順天府檔案に見る寶坻縣の中閒團體と郷保

盬野﨑 信也：ロシア帝政期南東コーカサスの離婚裁判――2度

結婚した後に 2度離婚した未婚女性の事例――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Special Issue:

Women and Propert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2021.12

ISSUE INFORMATION

Issue Information

SPECIAL ISSUEARTICLES

Rita J. Dashwood, Karen Lipsedge, Women and Propert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Alexander Wakelam, Coverture and the Debtors’ Prison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Juliet Learmouth, Living Amid the Royal Ruins: Women and Property in

Eighteenth-Century Whitehall

Gillian Williamson, The Georgian Landlady: Surrogate Mother, Love

Interest or Hard-Nosed Businesswoman?

Joshua Rhodes, Women's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Land in Rural

England, circa 1700-1800

Sarah Shields, ‘An Old Maid in a House Is the Devil’: Single Women

and Landed Estate Manage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Emma Purcell, Inheritance and Influence: Heiresses and the Montagu

Property Network, circa 1749-1827

Rita J. Dashwood, The Triumph of the Estate? Fanny Price and

Immoral Ownership of Property in Jane Austen's Mansfield Park

Victoria Barnett-Woods, ‘Bequeathed unto My Daughter […] Slaves’:

Women, Slavery and Proper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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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Special Issue:

Women and Propert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2021.12

Briony McDonagh, Women, Land and Property, Then and Now: An

Afterword

BOOK REVIEWS

Thomas Wynn, Enlightenment Virtue, 1680-1794. Ed. by James Fowler

and Marine Ganofsky

Colin Jones, Teaching Representatio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By

Julia Douthwaite Viglione, Antoinette Sol and Catriona Seth

Denise Davidson, Politics in the Marketplace: Work, Gender,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By - Katie Jarvis

Gemma Tidman, Livres d'école et littérature de jeuness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By- Emmanuelle Chap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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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1年下半年出版法律史书籍提要

编者按：本节内容在参考微信公众号“法律史评论”2022年 1月 16日发布的《法史年报

| 2021年法史著作辑录（下半年）》（链接：http://mp.weixin.qq.com/s/LaLeljz2rHg0cFeXzx5EcQ）

的基础上，综合了“豆瓣读书”（http://book.douban.com）、“豆瓣阅读”（http://read.douban.com）、

“华东政法大学法史网”（http://fashi.ecupl.edu.cn/）等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法史漫谈”（ID：

ZWUfsmt）、“宋史研究资讯”（ID：songshiyanjiu）、“史学研究”（ID：shixueyanjiu）、“历

史人类学”（ID：lsrlxhistory）等多个来源的信息。本节兼采中外法学学者和历史学学者的著

述，书籍排列以出版月份先后为序，同月出版书籍按作者姓名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

[美]白德瑞：《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尤陈俊、赖骏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21年 7月

书吏和差役作为帝国之“爪牙”，是基层社会运行和帝国统治不可或缺之人。本书作者利

用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丰富素材，向我们刻画了清代巴县衙门差役和书吏们的生动形象。通过

辨析史料提供的丰富信息，作者挑战了人们对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探讨吏役在维系帝国统

治与基层社会运行中的“合理性”（不可或缺性），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些人物在清代

县衙当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并思考其活动是如何可能影响到清代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关

系。在构建以“爪牙”为中心的清代基层社会运行的大叙事中，作者表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

术视野，将地方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展现了更为丰富的学

术样貌，对我们深入理解官僚制、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话语分析等社会科学所关心的重要问

题皆富有学术启发性。

Bryna Goodman (顾德曼 ), The Suicide of Miss Xi: Democracy and Disenchantment in

the Chinese Republic (席小姐自杀事件：民国时期的民主与崩坏),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21

上海的一起自杀案件，揭示了 20世纪 20年代初深陷泥潭的民国所蕴藏的“民主愿景的

社会断层线”（the social fault lines of democratic visions）。1922年 9月 8日，席上珍小姐被

发现在她工作的商报馆上吊自杀。尽管此事不归中国司法当局管辖（编者注：商报馆位于租

界），中国方面还是锁拿了她的东家、留美归国的社会活动家汤节之，并对他开展审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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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震动了大上海，小说家、影人、女权主义者、改革家，甚至一位中共元老（编者注：

指陈望道）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案件，认为它象征着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席家声称汤节之

逼迫席上珍给他做小妾。此时民国已经建立十年，十年来，强大的人民主权愿景和基于科学、

平等和家庭改革的公民意识得到了伸张。但作者表明，民初国会消沉之后，随着投机金融的

突现和一位受过教育、拥有工作的“新女性”的自尽，旨在促进城市自由、民主的努力也付诸

东流。同时，对汤节之的审判也暴露出，军阀割据、列强“租界”遍布的政治格局当中，法律

机制是十分脆弱的。

[德]弗朗茨·维亚克尔：《古典私法典的社会模式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傅广宇译，商

务印书馆，2021年 7月

作者以德国民法为例，尝试揭示欧洲伟大民法典的社会模式及其变迁。作者指出，西欧

与中欧各国民法典的实质伦理学前提，都是古典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一战以后，司法实

践中出现了形式上的自由伦理向实质上的社会责任伦理的回归，而一系列“社会法”立法也抛

弃了古典私法秩序的原理。但作者也认为，通过记取一种法律文化存在条件的思想家和实务

家们，私法科学将从危险中再次站立起来。这一作品甫一问世即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就作者

提出的关于私法典社会模式变迁的论题，相关争论迄今未绝。

郭义贵：《“水浒”“二拍”中的法律》，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年 7月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水浒》和“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无疑占据着颇为显著的地位。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水浒和“二拍”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

举。本书的意趣则有所不同，作者试图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来解读此文学经典，或者可以说

行走在法律与文学之间。

[英]亨利·梅因：《早期法律与习俗》，冷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7月

作者的主要著作包括《古代法》、《东西方村落共同体》、《早期制度史讲义》和《早

期法律与习俗》。《古代法》为作者的成名作，后三本则均由作者担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

教授期间，在其开设的理论法理学讲座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成书。《早期法律与习俗》一书是

唯一一本尚未译成中文的著作。该书延续了作者关注的一贯主题，试图从人类早期社会的习

俗及这些习俗背后的观念出发，追溯人类既有法律制度的起源。在第 1-4 章中，作者以印度

宗教为主要论述对象，重点讨论了早期法律与古代宗教之间的密切关联，认为在对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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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大影响的数个社会中，其法律制度的诞生均受到了古代宗教的重大影响。在第 5-6章，

作者以日耳曼法为考察对象，讨论了对早期法律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国王

的权威。在第 7-8章，作者回应了摩根、麦克伦南等人对其《古代法》一书中所提出的人类

历史上任何种族都以父权制开端这一父权论的挑战，并以斯拉夫民族的习俗为例进行论证，

讨论从父权制家庭到家族共同体的演变。第 9-11章，作者具体考察了一些西欧封建社会的

土地制度和重要的法律概念，重点比较了英法的不同，认为其起源似乎可以回溯至远古时期。

[德]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与行政学（1800-1914）》，雷勇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7月

本书讲述了从拿破仑时代的旧“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崩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逾一个世纪的德国公法学历史。德国作为公法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其公法的发展起伏跌宕，

诸如维也纳会议、德意志各邦国的宪法运动、1848-1849年革命、二次复辟、北德意志邦联

以及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成立，都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接连上演。而该时期也成为了德国公

法史上重大的转捩点。作者作为该领域的权威，以严谨的治史、治学精神，在本书中对 1800

至 1914年间活跃的众多学者、政治家以及公法学界内部的学术争鸣，做出了执中的评判，

并对君主制原则、主权、大臣责任制、法治国等公法核心概念进行了清晰细致的梳理。

谭家齐、方金平：《天道廷审：明清司法视野下天主教的传播与限制》，香港城市大

学出版社，2021年 7月

十六世纪后期，天主教因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而在中国慢慢传播开来，甚至获得明朝某

些帝王及官员的欢心。过去亦曾有不少著作记述了这些历史，但专门从法制史的角度审视天

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冲突与教案，则是过往著作所缺乏的。本书从“以法论教”的研

究角度，完整地讨论了晚明万历到清代嘉、道时期，天主教在华面对的法律与政治的互动与

挑战。作者以这段时期的关键刑案及事件为经纬，包括晚明南京教案、清初康熙历狱案等，

剖析控辩双方如何援引中国国法于廷审周旋，试图指出法律在教案中不仅有重要角色，更是

反教及护教双方对垒的重要场域。此外，本书又以判牍史料解释了明代后期对澳门的管治，

以及广东士人对传教士科学传教的反应，再以清朝刑部相关的司法史料，厘清了在朝廷眼中，

这个外来宗教与具颠覆性质并威胁政权的“邪教”有所不同，从中窥探天主教能继续于地下传

播的空间。作者又以多个案例点明中国本土天主教信徒在坚持信仰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由

此重现基层教众在禁教令下的具体司法负担，以突显中国信徒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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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银宏：《法治历史中的凯尔森理论及其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21年 7月

本书以汉斯·凯尔森的法律理论及其实践为中心论述了凯尔森相关法律理论的渊源、传

统及其实践特性，论述了凯尔森作为“奥地利宪法的设计师”对于奥地利法律理论及其实践所

做出的贡献。同时，凯尔森的法律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法治理念以及德意志的法律历史传统，

1848年革命期间产生的诸多宪法以及奥匈帝国的帝国法院传统为凯尔森的法律理论奠定基

础，将凯尔森的理论及其实践置于法治历史和德意志法律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予以审视，可

以更好地理解凯尔森的理论及其实践的意义与价值。

杨泉明：《走向法治》，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 7月

本书是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的一部作品，在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作者从全

新的视角，运用独特的方法，对贯通、引领中华法制文明和新时代法治实践的历史进程、历

史变革、历史转折、历史命题、历史规律、历史走向进行了立体的描述、揭示和阐发，向读

者生动展现了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长卷和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恢弘新篇。

张程：《透过法律看历史：大案中的制度、人情与智慧》，中信出版社，2021年 7月

本书全景式还原了严世蕃案、张福弑母案、浙江府库亏空案、福建大狱、宁波平粮案、

顺天乡试舞弊案、邓尔恒被杀案、刺马案等明清时期历史大案，通过书写权力夹缝中的小人

物命运，讲述中国古代权力因素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显现隐藏其后的官场黑暗。本书以名案

解析司法，以故事触摸历史，昭示出明清“全能型”政府体制之下权力干涉司法的种种乱象。

张程：《透过法律看历史：冤案背后的世俗人情》，中信出版社，2021年 7月

本书还原了九个历史有名冤案：合州命案、总督自戕案、霍邱失踪案、李毓昌案、徐飞

陇案、梁宽杀妻案、三牌楼案、云南报销案、苏报案。本书通过解读中国古代规则背后的博

弈，呈现隐藏其后的思想观念和世俗人情，为读者提供从法律故事了解古代历史的新角度。

朱仕金：《中国古代乡约新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 7月

本书的目标是以法律史为基本研究视角，从制度构造、运行实态以及原理特征等方面对

中国古代乡约进行新的探究，并结合宋至清的社会历史环境，探讨乡约在传统中国基层秩序

中的产生、运转及其演变历程，进而阐明乡约在传统中国基层秩序构建与维护中的价值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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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日]长谷川正安：《日本宪法学的谱系》，熊红芝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 8月

本书对日本宪法学产生的思想条件、围绕明治宪法的思想分野、宪法学说的分期、宪法

学史问题意识缺失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分析。全书贯通两部日本宪法，连接战前与战后

的宪法学，既有对宪法学史历史分期之内在线索的追寻与引申，又有针对代表性学者、思想

和事件的深度评析；既专注于宪法学说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线索下的谱系沿革，又全

面展示了日本理论法学转入现代的背景与路径；既涉及对特定宪法体制的规范释义的描述，

也投射出法律与政治蛰伏期间的日本整体性社会思想状况的执拗与局促。本书在日本学界引

证率和影响力极高，是研究宪法学史不可绕过的经典文献。

陈鹏飞：《汉魏“服制制罪”及其社会治理范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8月

丧服礼制具有教化卑幼孝亲感恩的作用，汉魏孝治政治为丧服礼制治亲安邦提供了广阔

历史舞台。稽诸简牍文献及正史资料，西汉中后期服叙等级已成为限制亲属连坐、处置亲属

相犯的定罪量刑标准；东汉中后期相关诏令、立法、修律事件及大量服制论罪案例已经形成

严密的逻辑链条，证成“服制制罪”至迟在建安元年应劭修律时已成制度。唯物史观范式研究

揭示，汉魏“服制制罪”促进了礼法融合，推动了礼法秩序的重构，形成了“服制与事实并重”

的司法审判模式，培养了一代代“经律双通”的司法人才，开启了礼法反抗公权侵害的历史，

铸就了孝老爱亲、知礼守法、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等社会认同价值和民族特征，为汉代社会

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后世儒家治亲安邦的圭臬。尽管“服制制罪”也有不少缺陷，但

其善治智慧对解决当代养老、析产、继承、离婚子女抚养教育等亲情纠纷以及家庭暴力依然

具有借鉴价值，为构建我国仁爱型法治提供了丰富的本土法治资源。

强世功：《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

公司，2021年 8月

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未像西方理论界所预想的那样走向“历史的终结”，“9·11”事件的爆

发预示着美国所构筑的“新罗马帝国”并未得到完全服从，现代“普世文明”也并未一统天下。

中国崛起也构成这一世界帝国、现代“普世文明”的挑战者。面对今天的中美冲突以及后疫情

时代的全球格局走向，面对中国崛起的可观前景以及重重险阻，面对整个世界“深度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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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但却并未停歇的政治角力和文明冲突，我们不禁会问，美国的一系列动作背后，到底

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中美冲突背后有怎样的哲学意义？中国文明的复兴又能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怎样的哲学图景？各大文明如何才能和睦相处？全人类的共同文

明理想又在何方？本书作者认为，未来全球秩序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围绕世界

帝国和文明秩序所展开的斗争，而中国崛起的意义就在于，它将会带动多元文明强势复兴，

各大文明将一同迈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本书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它追溯了全

球贸易发展推动世界帝国兴起的过程，并以此为背景，围绕“9·11”事件、乌克兰选举、碳政

治、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的长臂管辖等重大事件，集中讨论了美国是如何在经济、政治和文

化领域系统地展开世界帝国建构，以及这一世界帝国体系与“深度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之

间存在怎样的根本矛盾，从而为我们理解全球格局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而其

中，中国的国际战略思维则初露头角。

[德]斯蒂芬·格伦德曼、[德]卡尔·里森胡贝尔主编：《20 世纪私法学大师：私法方法、

思想脉络、人格魅力》，周万里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 8月

本书是一部私法思想史的名著．反映了大师级法学家的精神世界、为人和待人处事的“故

事”，表现出 “学术”和“人”之间紧密的关系，展现了个人品性决定学术的品格。这本法律思

想史的名著，不仅有助于学界理解 20世纪的法学家及其著述，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现有的

法律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同时，本书展示德式法学的人才培养机制、治学方法、学术圈的氛

围及法学科研体系，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科研及司法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

书以私法学大师为中心，呈现了 20世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 40位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的

生平、作品及人格魅力，展现了私法思想的发展脉络。每篇文章由各个人物的门生亲自撰写，

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可靠性和亲近度。

叶孝信：《中国民法史》（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 8月

本书以历史时段为经，法律制度为纬，逐一勾勒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民法的历史脉络和

发展概况。每一时段之下，皆以历史背景和法制概况、所有权、债、婚姻与亲属、继承、民

事诉讼为题分节论列，既指出其沿革，又详述其特点，加以资料翔实，叙述清晰，开卷展读，

读者于中国民法之历史演变可了然于心。该书尝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刊行，为国内最早民法史

研究力作。此番修订，除增补新见史料外，亦汲取新近研究成果，内容更为丰富，编校更为

精审，取精用宏，体大虑周，诚为该领域权威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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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昂伯克：《加州淘金热的产权研究》，应俊耀、蔚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21年 8月

本书是关于私有产权起源与演变的经济学研究，分理论与实证两部分。第一部分构建了

“暴力分配产权”理论，据此可推测和解释各种产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它试图回答三个问题：

一、人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确立和分配对资源的私有权；二、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权利，哪

些权利将受到限制；三、如何分配这些权利。第二部分通过 1848-1866年加州授予个人矿地

产权的演变过程，验证第一部分的理论假说。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墨西哥不再管辖，美国介

入又较少，没有法律或执法部门来管制矿产的使用，因此形成了弱肉强食、力强者胜的情况，

似乎是一个暴力频发、租值大幅消散（资源的价值大幅下降）的例子。而实际上，淘金权利

还是通过合约迅速得到界定，租值并未有大幅消散。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委]罗格里奥·佩雷斯·佩尔多莫：《大陆法系》（第三版），顾

培东、吴荻枫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 8月

本书通过对大陆法系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维度进行深入思考，对大陆法系进行了生动而

鲜活的介绍。本书宏大叙事的气质，既适合法学初学者触摸大陆法系筋骨，窥一斑而知全豹；

也适合法学深入者用以检验既有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贯通，处一隅而知全局。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全十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 8月

本书共十卷，以时间为线，以大量客观史料为基础，详细讲解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立

法概况、法制思想、行政法律、刑事法律、民商事法律、经济法律、司法制度等，梳理中国

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呈现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探寻其发展规律，把握中国人对法律

的独特理解，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思想，同时吸取智慧与经验，反思教训，

为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既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研究价值，亦具有切近的现

实意义。

周东平：《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之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8月

中国的自然环境存在地理的封闭性、四季变化的明显性、水旱灾害的频仍性及北方游牧

民族的威胁性等问题。在小农经济模式下，专制型政权得以产生，中国古代形成以世俗性、

伦理性为主要特征的法律体系，从来不存在所谓教权对政权的控制问题，甚至不存在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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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宗教组织。在此背景下，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史，是一个不断适应中国社会

并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对于佛教的接纳则是一种主体性的自觉、吸纳和领受，继而发展

出适合自己的本土佛教思想。由此，佛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

响，传统法律亦莫能例外，在各个层面都可以见到佛教的影子。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制约

着佛教对各个领域包括传统法律的影响限度。本书着力于探讨学界尚未关注或较少关注的一

些领域，如佛教对中国传统罪观念的影响，佛教之“罪”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化及其限度，佛教

影响中国法典中图表的形成，等等。

朱德贵：《新出简牍与秦汉赋役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8月

本书利用新出简牍对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土地税、商业税、财产税、人头税以及徭役

制度等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我们认为，秦汉既存在土地公有制，也存在土地私有制；

秦汉土地税按所占田亩面积的 1/10或 1/12税率征收。秦汉时期商业异常兴盛，青岛土山屯

木牍显示，当时市租收入是财政收入主项。尤其重要的是，岳麓秦简还首次披露了秦存在征

收“訾税（或曰财产税）”的历史真相。关于徭役制度，岳麓秦简首次刊布的《徭律》《戍律》

文书为我们重新认识秦汉“徭”和“戍”的真实内涵提供了直接的史料依据，对于律文中的“吏

徭”“取庸代戍”“戍者月更”“君子守官”等诸多问题，本书皆给予了重点关注和分析。

[英]爱德华·M.哈里斯：《民主雅典的法治实践》，陈锐、尹亚文、钟文财译，浙江大

学出版社，2021年 9月

本书重点考察雅典人在法庭裁决纠纷时如何实施和适用法律。作者从法律哲学与新制度

主义的视角出发，借鉴现代法律理论，考察了雅典法律“开放性结构”的性质，并揭示雅典人

对待法律的方式要比许多现代学者想象的更复杂，从而为该研究领域带来了相当大的突破。

与此同时，本书探究了雅典法律体系的缺陷，分析其如何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

败。作者还通过重新审视现有的证据，对学者们长期持有的一些观念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并

将雅典的司法活动置于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之中。

[英]布莱恩·英尼斯：《酷刑简史》，郝方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 9月

尽管酷刑从古至今一直深受谴责、背负骂名，但在摧残同类来获得信息这件事上，人类

从未停止，且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如果不使用酷刑，就会发生惨烈的恐怖

事件，警察该怎么办？“单纯的施暴”与“逼取信息以拯救他人”的分界在哪里？什么样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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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令人不快但可以接受的”，它与“不可接受”的界限在哪里？关于酷刑的问题，始终伴随着

酷刑并未衰亡的历史。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与讲述，书内附有 100多幅

版画、绘画和照片。特别是对“人对人的不人道”这个话题，以及合法的权力使用和非法的权

力滥用等问题，本书都做了很好的阐述。

储小旵、张丽：《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 9月

近年来安徽、贵州、浙江、云南、北京、福建、广东、内蒙、湖北、四川、台湾等地陆

续发现并公布了大量宋元以来契约文书。这批契约具有数量巨大、真实、具体、跨越历史时

间长等显著特征，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是继敦煌文书之后研究近代文字的绝好数据。概括

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主要文本特征，归纳契约文书俗字的主要类型，探讨宋元以来契约文书

俗字在文字学、辞书学和文献学上的主要价值，运用俗字知识考订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在整理

和研究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语言文字讹误，恢复契约文书的本来面貌；考释一批其他文献少

见或未见的俗字。总之，对这批文献中的俗字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对于揭示近代民间用字

情况的概貌、大型字典编纂、近代汉字形体演变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宋元以来地方

契约文书俗字的研究，可以为契约文书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经济史、农史、档案、法学史等

其他学科的研究扫清语言文字障碍，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达力扎布：《〈卫拉特法典〉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 9月

本书给学术界提供了从托忒文直接翻译而且较为可信的《卫拉特法典》汉译本。此外，

本书对法典中各篇法规制定的历史背景和内容都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归纳和揭示了法典反

映的卫拉特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及文化。这对于研究十七至十八世纪卫拉特和喀尔喀的

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乃至研究蒙古族历史和法律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德]弗里兹·科恩：《中世纪的王权与抵抗权》，戴鹏飞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 9月

本书是对中世纪早期西欧宪法与宪制进行的经典性研究。第一部分“中世纪早期的神圣

王权与抵抗权”系统论述了欧洲中世纪时期君主的神圣王权与臣民的抵抗权这样一对对应权

利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并考察了二者与近现代绝对君主制和立宪制度的关系渊源。第二部分

“中世纪的法律与宪法”则聚焦于中世纪欧洲法律的一大特点，即法律必须是“古老而良善

的”，以及这一特点在中世纪法律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情况。同时该部分还进一步探讨了第一

部分已经提及的中世纪抵抗权向近现代立宪制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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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柴生芳、朱恒晔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 9月

关于中国古代刑罚制度，迄今为止研究成果众多。这些研究均以文献史料的可见记述为

依据，将汉代法制看作对秦代制度的承袭进行论证。而本书从到目前尚未明确的秦帝国法律

入手，灵活运用新出土的新资料，对秦汉刑罚制度的不同之处进行探讨，尝试彻底颠覆旧学

说，投石问路，在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道路上投出一块新石头。本书整体由四编及补编构成。

第一编和第二编是秦代和汉代的刑罚制度考证，第三编为连坐制问题，第四编阐述秦汉爵位

制度与刑罚的关系，补编则论述秦汉时代的刑罚理论，诸如约与律、罪与罚、刑罚的目的与

功能等。

[宋]桂万荣、[明]吴讷：《棠阴比事 棠阴比事续编 棠阴比事补编》，张秀春校点，凤

凰出版社，2021年 9月

《棠阴比事》一书系我国古代法律学经典著作，由宋代官员桂万荣编撰，刊于 1213年。

该书选取中国古代刑法折狱的一些典型案例。每案皆有四言标题。其中有涉及案件审问、侦

破、法医鉴定、案刑判定等内容，是古代官员执行法律的重要参考。本书前有嘉定四年桂万

荣自序，称取和凝、和㠓父子《疑狱集》，参以郑克《折狱龟鉴》，比事属词，联成七十二

韵。又有端平甲午重刻自序，称以尚右郎陛对，理宗谕以尝见是书，深相褒许，予以推广。

《棠阴比事续编》《棠阴比事补编》是明代吴讷在《棠阴比事》的基础上予以增补而成。三

书是研究我国古代法律的重要文献，整理者以《棠阴比事》元刻本为底本，参以众本，其他

两书也以早期刻本为底本，进行细致校勘整理，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版本。

刘广安：《口述法史》，九州出版社，2021年 9月

本书作者亲自从自己的授课实况、讲座评议、讲座实况、访谈、书信和日记等几方面采

选有代表性的内容，构成授课实录、评议实录、讲座实录、访谈实录、书信实录和日记实录

等章节。呈现了作者“苏格拉底式教学的场景、奥秘以及乐趣”，展现了作者多年来探讨中国

传统法律体系的求真求实的态度。从《中法史推荐阅读书目》《法史研究自述》等文章中，

可以窥探作者多年研究法史的心得，初学者可由此获知治学门径。

刘晓林：《秦汉律与唐律杀人罪立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年 9月

本书以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悬泉汉简等出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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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与《史记》《汉书》《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唐律疏议》等传世文献为主要材

料，并结合宋元之后大量的律学著作，从杀人罪立法的具体类型、划分依据、科处刑罚与杀

人罪的自首、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杀伤行为的保辜、杀人罪的赎刑、杀人行为的正当

化事由等定罪量刑诸方面，以及杀人罪的“具体罪名”“罪名体系”等方面考察秦汉律与唐律之

间的关系。同时，结合明清律中的相关内容，对于杀人罪立法在唐代之后的进一步演变及其

趋势稍作描述。通过比较“纯本法家精神”的秦律、汉律（主要是汉初法律的内容）与“一准

乎礼”“得古今之平”的唐律在杀人罪法律条文、具体内容、指导思想方面的关系，进一步揭

示中华法系的特质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英]乔治·贝利·桑瑟姆：《日本史：律令国家的兴衰与武家政权的建立》，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21年 9月

本书为三卷本《日本史》的第一卷，讲述了日本人的起源，描绘了王室宫廷生活，审视

了圆滑的公家与好战的武家之间的冲突；详细描述了日本的封建社会，阐释了它的内部压力，

以及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行为表现，尤其是 13世纪最后几十年应对蒙古人来袭。本卷以镰

仓幕府瓦解结束。

邱澎生：《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 9月

明清中国的一些商业城镇曾经发生经济组织、经济法令乃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动，

进而促成当时的制度变迁。作者针对苏州商人团体、苏州与松江棉布加工业、云南铜矿业与

重庆航运业的种种经济组织，还有重庆债务与合伙诉讼、明清商业书的传播，进行了具体的

个案分析，借以呈现当时中国在“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间的密切互动，希望

能进而论证这些变化如何共同构成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至于如何比较明清中国与西方商

业制度史的异同，作者主张：与其斩钉截铁地简化近代西方种种复杂的发展历程，研究者或

许可以保持更开放的心态，来探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西方以外地区如何进行其各自的市场演化

道路。

沈汉：《英国宪章运动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 9月

宪章运动是英国议会宪政史和工人运动史的交叉。作者在利用英国大英博物馆等处一批

英国当时的报刊文献和几乎所有国外已有的相关著作的基础上写成本书。本书借鉴了法国拉

布鲁斯学派的方法，研究了宪章运动作为一个群众运动发展兴衰的内在规律，研究了它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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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的纲领对它的影响，研究了它发生的 1830年代到 1850年代英国的

经济波动曲线对这一运动兴衰的影响，研究了宪章运动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内在构成，以及

宪章运动不同时期运动领导者构成的变化。该书尤其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议会改革民

主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指出了英国中等阶级在 1832年议会改革运动中正是在工人运动的民

主和革命的压力下，才终通过了 1832年议会改革法，说明工人阶级是议会改革民主改革运

动的真正推动者。该书通过翔实的资料和论证说明了民主运动在历史上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

事业。本书还研究了宪章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理论意义。本书指出了宪章派已经系

统地提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理论。这些思想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

成起过历史作用，恩格斯也承认这一点。该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发生史研究亦有贡献。它对于

全面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宪政史有启发意义。

王斐弘：《敦煌契约文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年 9月

敦煌法学是敦煌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敦煌法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敦煌契约文书，

广涉借贷契、买卖契（包括一般买卖、土地交易）、租佃契、雇工契、养男立嗣契和放妻书、

放良书、分书和遗书，可称为“敦煌五契四书”。本书是集中、系统、深入研究敦煌契约文书

的著述之一，尝试通过梳理这些蕴含于契约文书中的民间规则变迁，再现中古时代广阔的生

活景象，且以法学的视角，阐释“官有政法，民从私契”的中国传统，梳理删繁就简、追求实

质公正的制度安排，剖析情、理、法融会的公平正义，进而揭示中国古代私意合约至上、诚

实守信的契约精髓，以及“民有私约如律令”的一贯立场。本书探赜索隐，返本开新，通过还

原敦煌契约事实，经由价值评说，侧重以文化分析的方法揭示契约文书背后博大精深的思想

传统，悉心发掘蕴含于其中的文化根脉，深植本土，参诸域外，以“尽精微”而“致广大”，力

求存其真、挈其要、发其微，让弥足珍贵的敦煌契约文书，再度绽放璀璨的文化光芒。

王小丹：《从山主管业到国家赋权：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法律出版社，2021年 9

月

本书考察了清中前期采矿权和清末、北京政府时期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矿业权的发展状

况，从中国社会内部原因入手，阐释了近代矿业权变迁的成因，揭示了清末民国矿业权变迁

的规律和特点。本书中的采矿律条、采煤契约、采矿案例、矿业权准入担保（保结），将为

法学、历史学、采矿等领域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研究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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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新华主编：《中国法制史研讨教学案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9月

本书是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法学研讨教学系列丛书”之一，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工程）”教材《中国法制史》的内容为基础，结合《中

国法制史研讨教学论纲》而写成。在编写过程中，本书坚持自“选案背景与教学目的”、“案

例原文与出处”及“案情解读与评析”三个层面依次展开，注重案例选择的“原生性”与案例分

析的“跨学科性”。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商务印书馆，2021年 10月

作者是宋史研究领域的宗师级人物。本书广泛征引宋代史料，对《宋史》中职官、刑法

两志进行校雠，刊正谬误，弥补疏漏，考论得失，疏通晦涩，探索源流。本书对两志存在的

各种错误进行了细致周详的核查和比证，所论各条有理有据、考证精当，多属不刊之论。本

书是研究宋代职官、法律制度的必备参考书，此次的版本是本书首次以单行本问世。

董金社：《先秦法家》，现代出版社，2021年 10月

本书是先秦时期九位著名法家人物的集体传记，讲述春秋战国 400年的法家思想沿革。

法家在富国强兵、废封建、行郡县，建立皇权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本书

在宏阔的时间和空间演变中，对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李斯、韩

非子这九位法家人物的人生命运及其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分析其思想行为之

得失，进而观察中国古代思想的嬗变。本书的特色是“空间转向”，从社会生存空间的角度解

读当时的思想、人物以及历史命运。既有宏阔历史背景的描绘，也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

细节刻画。对人物思想的分析，上下钩沉，左右比连，博采广览，理清了来龙去脉，还原了

法家思想的真实面貌。

贺丽娟：《近代早期法国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10月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法国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化工业社会，整个社会发

生巨变。本书聚焦社会转型中的法国乡村，重点探讨了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法国乡村社

会转型中土地制度的变迁，分别考察了这一时期法国庄园制度的瓦解，土地占有结构、圈地

运动、土地经营方式的变化，以及大革命时期法国土地制度的转变等内容，试图通过土地制

度的变迁来透视近代早期法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法国古老的庄园制

度趋于瓦解，但瓦解得不够彻底，延续并稳固其小农经济模式。到近代早期，法国虽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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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中、小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国家，可特殊的土地经营方式使大土地经营模式在法国长

期得不到发展，小土地经营占主导地位。法国的圈地运动以及大革命时期对土地问题的解决

方案也进一步强化这种小土地经营模式。到近代，小农经济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成为

近代法国农业发展的特点之一。

林道海：《先秦法治与德治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10月

本书基于传统中国作为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复合共同体的理念以及礼乐政刑之

整体性法律（权利）观念，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先秦时期儒家和法家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全书

由“导论”和“本论”两部分组成。“导论”部分阐述了基于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互动关系对

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与德治进行阐释的基本理论框架；“本论”部分分别阐述六个话题：孔子的

德治与礼治思想，《中庸》的德治与礼治思想，孟子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大学》的德治与

法治思想，荀子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法治理论。

王立民、丁伟：《上海法制建设与立法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10月

本书主要阐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法制的建设与立法的创新。上海的法制已走过

70余年的历程。在这 70余年的法制史中，有不少值得回顾、总结之处，并可为上海以后的

法制建设提供必要的依据和借鉴。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上海的法制建设，下编为上

海的立法创新。上编与下编有密切的联系。上编反映的是上海解放以后至 21世纪法制的方

方面面，下编则聚焦于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立法。如果说，上编突出的是上海法制建设的面，

那么下编则侧重于上海法制建设的点。面凸显的是上海法制建设的一般情况，而点则是深化

了上海法制建设中重要的立法状况。面和点结合起来，就可较为全面地反映上海法制建设的

整体面貌。

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 10月

本书通过对龙泉司法档案民事诉讼文书的深入解读，梳理民国时期浙江省龙泉县立法与

审判机构、传票、诉状、调查报告、庭审记录、裁断文书等方面混乱而多变的演化进程，从

而首次确认在清末民初的司法实践中出现过职权主义民事审判模式，将其立法依据追溯到清

末的《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等，并据此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

“层叠”与“互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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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明：《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 10

月

传统中国的司法理想，可概括为“无讼”社会。对于“鼠牙雀角” 的词讼案件，州县牧令

往往不愿轻易受理；为了实现“耸动”官府的意图，诉讼两造就采取“将小事闹大”的修辞技巧

和行动策略。明清中国的司法构造，具有明显的科层化特征；而适用于徒罪以上案件的审转

程序，颇能体现这一特征。审转程序兼具慎重刑名与控制官员的双重功能。无论笞杖案件抑

或徒刑以上案件，鉴于“过得乡场，过得官场”以及“摆平理顺，案结事了”的政治考量，在援

引裁判规范时，司法官员大多以“情法两尽”为上佳选择。

[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何勤华、李秀清、郭光东等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2021年 10月

本书在比较法的发展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可以说，现代比较法学宏伟而庞大的

学科体系是由威格摩尔在《世界法系概览》一书中完成的。它是继梅因的《古代法》之后，

英美比较法学家贡献的又一部划时代巨著。本书论述的法系涵盖了世界各地、从古至今曾经

存在过的共计 16个法系，并对其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其内在规律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多国

法制史和比较法制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开创了现代比较法学的研究体系。

赵刘洋：《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 10月

本书的核心线索为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即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例

如，作者通过对现存诉讼档案的研究，分析了清代的贞节观念与法律实践是如何对待离婚妇

女的问题，亦即传统道德原则与清代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与张力的问题。同时，在研究理论

上，作者立足中国的历史实际，对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现代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反思，如对

韦伯理论框架的批判。

陈顾远：《陈顾远文集》（共三卷），商务印书馆，2021年 11月

陈顾远是著名的法律史学家，《陈顾远文集》则选取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第一卷即《中

国法制史概要》，是公认的法制史名著，堪称以近代部门法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经典性著

作。本书与传统法制史研究重考据的方法不同，着重按照近代法律文明六法之别研究中国法

制史料，其关于中华法系演进的理论独成一家，是以部门法方法研究法制史的开山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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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制史概要》为作者数部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被法学界誉为开专题史研究之先的著作。

几十年来，这部著作一直影响着法制史教学与研究，滋养着海峡两岸的几代法律学人。现代

中国法律专史研究就是追随陈顾远开辟的学术路径经久不衰。

第二卷《中国婚姻史》民国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婚姻为社会现象，同时又为法律现象，

社会学家及法学家均重视对此问题的探讨。《中国婚姻史》兼顾此两种视角，可谓现代中国

婚姻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陈顾远广泛涉猎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的许多领域，在讲授相

应课程或从事相应立法工作之余，撰写《中国婚姻史》。该著作在民国时期和 1950年代以

后台湾地区的学术教育界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婚姻史》为中国学者的法制史著作最早被

翻译为日文在东洋传播者，为日本学者所重。

第三卷《陈顾远法律文集》根据陈顾远最后出版的一部著作《陈顾远法律论文集》选编

排印而成，汇集了陈顾远在台湾地区 30多年间发表的法律学术论文。综览文集内容，无论

对国学、法学、哲学以及史学均造诣深厚，其论“法律哲学”，则主张“综合法学”说；其论“法

律史学”，则崇尚“制度传统”；在“法律释论”中，则申言世之立宪法之固定性，有其限度；

在“法律实务”中，则强调民主法治国家，立法要平，执法要公。同时书以陈顾远亲笔书写之

“八十自述”为序。

杜志明：《明代地方武力与基层社会治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 11月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苦，凭借其超人的智慧与胆略，在元末农民起义大潮中异军突起。

因而，以武功立国的明王朝，在其开国制度中兵制方面的特点尤为突出。明代也是一个事故

频发、多灾多难的时代，延绵不绝的战事使得兵制在明帝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明代基层

社会治安问题的多发与突变，刺激了地方武力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对明廷如何驾驭地方武

力提出了严峻考验。有明一代，卫所制度与地方武力相兼而设，由此形成一种“官民相得”

的国家兵防体系与基层社会治安防御体系。地方武力之建设与发展虽对社会治安具有“急诊”

之疗效。但国家在卫所制度之外又以民养兵，繁重的赋役反而成为明代社会治安恶化的重要

因素。在王朝国势转衰以后，由于卫所制度的崩溃及地方治安问题迭起，明王朝基层社会秩

序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有司可掌控之各种地方武力。

郭艳艳：《宋代赦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 11月

宋代赦宥制度在赦宥类型、数量和缘由等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赦宥制度发展的顶峰。宋

代赦宥包括大赦、曲赦与德音，而明堂、郊祀等大礼赦的固定对赦宥制度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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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赦书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出现民事方面的禁止性规定，北宋末年，赦书中开始出现一些

约束州县财政征收的条文。南宋以后，因地方财政负担加重，基层财政征收体系进一步被破

坏，赦书中约束性内容增多，很多条文反复出现，并逐渐固定化，赦书越来越多地承担着调

节社会矛盾的作用。宋代赦书的制定是大量基层信息逐级上传，最终形成独立条目，然后汇

集成完整的赦书，所以，赦书呈现出来的特征就是条目繁多而又彼此独立。赦书的传递要求

较强的时效性，包括传递的速度、传递的过程、传递的方式等。赦书不同类型内容的具体执

行效果有所区别。赦书的执行影响到州县的经济利益，牵涉到上至监司，下至州县胥吏的利

益，各级官府的逐利性造成执行效果的不理想。宋代统治者尽力避免滥赦、频赦破坏法律的

公正性，制定了法令限制赦宥的范围。赦宥制度固然有其弊端，但它在某些特殊时期也发挥

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韩丽雯：《清朝末年的法治思想》，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 11月

清朝末年是清廷专制政体崩溃的前夜，是古今思想变迁、政体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东

西方思想文化激烈交锋、互相影响的迅猛发展期。本书以民权和法治为中心，对清朝末年的

法治思想进行研究，以西方政体、民权和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及其于 19世纪后期在中国的

移植为研究背景，系统性地梳理了民权和法治思想在中国的演变，并通过对清朝末年立宪人

士关于君主立宪的政体构想、革命人士关于民主共和的政体构想以及清政府官员关于政体选

择的思考和实践的比较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刘志松：《明清基层社会治理丛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 11月

本书以系统观为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对明清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行专题讨

论，主体部分包括对明清时期基层社会治理整体模式进行宏观概括，然后从中国古代基层社

会治理的权威体系、规则体系和运行模式体系进行多维度的探讨，最终通过对在传统基层社

会之中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反馈关系的各种样态及实践成效的考察，提出基层社会治理善治的

方案。本书对明清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规则与体系进行多维度探讨，有助于读者了解该时期社

会治理的模式、历史演进、相关学者观点，并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

[美]伦纳德·威廉姆斯·利维：《半片面包：美国权利法案争议始末》，李松锋译，东方

出版社，2021年 11月

本书是国内首部引进的研究美国权利法案的学术著作，目的是提倡一种进入美国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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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中，深入考察其内部的辩论及分歧的方法，理性分析其利弊得失，而非简单的非此即彼，

从而促使中国学人形成自己的权衡视野, 确定自我。作者通过逐一描述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

案——《权利法案》——制定的政治背景和原始意图，来揭示各项权利的由来、含义及其界

限。

孟烨：《明代州县裁判与裁判文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1年 11月

本书主要以裁判文书为素材，首先完成对裁判文书的完整解构，进而在完整解构裁判文

书的基础之上力图还原明代司法裁判的实际样态。关于明代民事裁判，目前尚缺乏系统研究，

所以有必要辟专著予以解读。本书将按照裁判展开的顺序，结合裁判文书，对裁判程序的细

节进行研究。

潘萍:《“平”——中国传统司法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 11

月

在“王道平”的治理秩序观和“维齐非齐”伦理正义观的影响下，传统中国司法理念是

“平”，内蕴“等者同等”“不等者不等”“等与不等的辩证变动”三原则。作为传统中国司法理念

的“平”不仅贯彻于国家律法、诉讼制度、司法人员培养等方面，还被落实在民事、刑事司法

实践中。中国传统司法理念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文明的重要表现，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司法

实践中。同时，对于当前司法裁判过程中如何处理民众的正义观念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情、理、法之间的关系等，以达致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编：《民国司法档案卷内目录选编：大邑县人民法院藏·民事部

分》，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 11月

本书为部分民国档案的整理目录。大邑县人民法院现藏有民国档案数十件，系 20世纪

50年代行政管辖调整所留，目前为基层人民法院所仅见。本书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关

于民国档案点校整理之规范，对现存档案卷内目录进行整理编纂，呈现出卷内各文件细目，

这在民国司法档案整理领域亦属细致上乘之作。本书对查阅使用该批档案、迅速掌握卷内各

文书的性质用途及内容而言均不可或缺，对了解民国时期基层民事审判原貌及其与各级审判

之间的互动，亦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王斌通：《陕派律学家法律改革思想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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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派律学是清末重要的律学流派，以薛允升、赵舒翘、吉同钧等陕西籍刑部官员为主体，

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形成了《读例存疑》《唐明律合编》《提牢备考》《大清律例讲

义》等律学硕果和各具特色的法律改革思想，对晚清修律与司法审判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

了中华法制文明的创新与发展。因此，陕派律学被誉为中国传统律学的集大成者。虽然陕派

律学随着中华法系的衰微而谢幕，但律学家法律改革思想及律学著述中所凝结的智慧与理性

因素，仍有一定的史鉴价值。本书介绍了陕派律学的发展历程、陕派律学家法律改革思想、

对晚清修律的影响，以及陕派律学家法律改革思想对个案的影响等，深入探讨了陕派律学法

律改革思想中蕴含的合理性、民主性的因子，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魏建国：《城市史视域中的民主法治》，商务印书馆，2021年 11月

城市史视域是理解和观察民主法治发展及其原理的一个重要视域。本书为我们进一步思

考和探究民主法治的性质和起源提供了一个城市化范式。其重在关注城市及城市化发展史视

角下民主法治的兴起与发展，尤为关注城市化是如何推动和驱动民主法治发展的，并在此视

角和线索下重构民主法治发展史认识。在这里，城市史和城市化并非作为一个特定研究的对

象，而是一种作为民主法治发展的立场与方法论的意义显化。作者指出，民主法治并不只是

一种制度化现象，而更是一种城市化现象。对于城市化与民主法治之间关系的历史考察与理

论梳理，不仅有利于对西方民主法治发展经验及理论进行再认识，而且也有利于对中国民主

法治发展的立场与方法论进行再澄清。

杨晓宜：《唐代司法官员的法律秩序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11月

本书以“法典行用”与“断案场域”为分析视角，结合各类司法案例为研究素材，详细分析、

探讨每个案例中面临的多元情境，讨论唐代法典体系下的理想秩序、断案场域与“法”的运用，

以及司法官员的法律见解与变通性。作者采取多元的研究视角，探讨历史脉络中的人物互动，

展现动态的历史研究；除考察唐代法典之外，引用大量唐代司法案例、墓志文献等，深入讨

论法典落实的情况，以及官员在司法审判上的各种表现；从法制史的角度分析唐代官员的执

政情况、群体互动等政治史问题；此外，采用历史诠释的新观点，从官员的懂法、学法、用

法三个层面，探讨唐代法律的运用状况与实际效益。

张健：《国家治理变迁中的基层刑事司法——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中华

书局，202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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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利用龙泉档案对基层刑事展开实证研究，着重探索国家治理转型大背景下

（1912-2020）刑事主要制度的历史沿革，探讨基层刑事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变”与“不变”，

进化抑或传承，以图形成一个中国基层刑事从传统向近现代转轨的“龙泉样本”。本书在对中

国基层刑事的历史与发展进行梳理与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一百多年来中国司法转型的基本经

验，强调立足于中国现实，贡献出中国的法学知识。

陈佳臻：《元代刑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12月

本书的出版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资助计划的支持。元朝所设

刑部既继承了唐宋金刑部的一般职能，又因为情势的变迁，特别是在蒙汉杂糅的二元体制中

呈现出不少显著的变化，其中一些更是直接影响到刑部以后的发展走向。因此，元代刑部可

谓从唐宋至明清刑部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书以元代刑部为切入点，对刑部本身的

渊源、建置、官吏、职能、其在五府官中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并

进一步管窥元代政治的运作路径。

何勤华主编、冷霞等著：《英美法系》，商务印书馆，2021年 12月

在我国，相较于对大陆法系的研究而言，英美法系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偏少。虽然进

入 21世纪以来，英美法的研究有所改观，日渐趋热，但除部分极为浅显的入门性读物外，

相关研究或集中于较为狭窄的具体制度研究，或专注于较为艰深的法理学思考，或聚焦于较

为冷僻的历史学探索。本书在相关研究中既凸显其法学特性，同时兼顾英美法系的时空特性，

即时间维度上的历史延续性及空间维度上的广泛性专著，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

[美]迈克尔·H.罗弗：《法学之书》，李章仙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 12月

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为开端，作者精心选取了法学发展史上

250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法学历史发展的完整图景。本书不仅详细

介绍了凝聚人类智慧结晶的多部重要法典，也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法律事件娓娓道来。本

书条目按时间顺序展开，每个条目均由一篇短文和一幅精美的全彩色图像组成，“注释与延

伸阅读”部分则向读者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资源。

郝铁川：《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12月

本书是“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研究丛书”之一种。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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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三位一体，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本书从专业角

度全面论述了我国的法治发展、法治经济、依法治国方略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李栋：《洋务运动时期英美法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 12月

过往学界在谈到近代以降中国通过学习和移植西方法制来实现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转型

时，都强调大陆法系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对于中国的影响，仿佛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转型的过

程化就是单纯地学习、模仿大陆法系政治法律制度的过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英美法同样

在中国的法律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书展示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和吸收学习英

美法的过程，说明了英美法知识在近代中国法律转型中的重大作用，揭示了近代中国在学习

西方法律之时的“整体性借鉴”的原则，进而让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西方”法律对于中国

法律近代化过程的整体影响。

齐蕴博：《清代黔东南苗族法文化变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年 12月

宋元以后，在贵州的黔东南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区域

主要为今天的台江、剑河、凯里、雷山、丹寨、榕江等县（市）及其周边地方。在清之前，

这一地区的苗族被称之为“生苗”，处于“不纳粮税”、“不奉约束”、“不知有官”的状态。由于

这一地方处于云贵高原东南部，高山峻岭，经济落后，交通隔绝，相对闭塞，此地的苗族以

原始的农耕、打猎为生计来源；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村寨为社会生活组织；以独特的法文化

来维护社会秩序。这种隔绝状态在清代被打破，雍正七年清政府用武力开辟了黔东南苗族地

区，将其纳入到中央王朝的治理之中，这直接导致了苗族传统法文化的变迁。随着国家治理

在苗族地区的深入与国家法的推进，苗族传统的法文化在社会组织形式、法观念、惩罚制度、

财产所有形式、婚姻家庭、纠纷解决机制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从整体来看，清代

苗族法文化变迁中呈现出“曲折性与渐进性”，“利益选择与力量博弈”，“法文化变迁的联动

性”以及“因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变迁不均衡”等规律性的特征。本书探讨了苗族法文化在清代

的变迁，揭示了民族法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

徐家俊：《上海监狱的旧闻往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 12月

本书系作者此前所著《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年版）的

姐妹篇，以旧闻往事的形式叙述上海监狱史上的人和事，既生动可读，又严肃有据，引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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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本书分“旧狱寻踪”“革命志士在狱中”“新监往事”“人物剪影”“案件追踪”及“访谈录”等六

个部分，记录了近现代上海监狱大量的人和事。本书就百年来上海监狱发展、变化中的管理

制度、突出事件及人物、监狱建筑布局等多视角进行了追踪和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

近现代治理（司法）、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历史面貌。

杨一凡、李守良编：《古代地方条约辑存》（全 15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 12月

在中国古代，“条约”是指以条文为约束的文件，一般由多个条文组成。“条约”是古代地

方立法的重要形式。“条约”一词作为法律术语和法规称谓，至晚在唐代时已经出现。宋、辽、

金、元时期，条约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和实施细则，被广泛用于行政、经济、财政、学政、

狱政、民事、社会治安等地方事务管理方面的立法，明代和清代前期，条约成为地方立法的

主要形式，颁行数量尤为众多。清中叶后，地方法规的称谓多为章程或其他具有约束性的法

律文件名称取代，条约逐渐演变为表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签署的协议的专用名词。晚清修

律时，正式把条约固定在国际法的表达上，不再用于表述国内法。地方条约内容包罗万象，

涉及地方事务和社会生活管理的各个领域，是研究古代地方法制的珍贵资料。明代以前的古

代地方条约存世者寥寥，明代和清前期颁布的地方条约也大多失传，现存的为数有限的这类

条约散见于各类史籍、档案和地方志中。由于搜集整理工作量浩大，国内外学界未曾对这类

文献进行过系统完整的辑佚整理。长期以来，因资料匮乏，古代地方法制研究一直滞后。为

推动古代地方法制研究，编者历时多年，在检索一万七千余部古籍的基础上形成此成果。本

书所收 500余件地方条约，应当说大体反映了古代地方条约的概貌。全书 11000 余页，约

450余万字，收入宋、元、明、清地方条约 500余件，分为综合、吏政、田土、钱粮、仓储、

漕运、盐政、学政、书院、风俗、军政、保甲、弭盗、乡治、乡约、狱政、营造、河工、蠲

恤、杂规 20类编辑，是对中国古代地方条约的辑佚、汇编，从多个方面填补了中华传统法

律的馆藏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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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21年下半年相关学术会议信息

编者按：本节会议排列以举办时间为序，举办时间相同者则以会议名称拼音为序。所有信息

来自公开渠道，欢迎广大同仁补充。

会议名称 主办方 承办方 备注 地点 时间

第十五届全国法律文

化博士论坛

中国法律史学会 云南大学 / 昆明 2021.7.3

第五届法律史学青年

论坛：“传统与现代

化：社会治理的历史

逻辑与经验”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

学研究院

/ / 北京 2021.7.17

苏区法制高端论坛暨

法治文化学科建设研

讨会

湖南省法学会法治文

化研究会

湘南学院 / 郴州 2021.7.17

第十一届“出土文献

与法律史研究”学术

研讨会

中国法律史学会法律

古籍整理专业委员会

华东政法大学法

律古籍整理研究

所、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甲、金、

简牍法制史料汇

纂通考及数据库

建设”课题组

线上 / 20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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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典中的法

理”学术研讨会暨法

理研究行动计划第18

次例会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

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吉林大学全面

依法治国研究中心、

“法理研究行动计划”

秘书处、《法制与社

会发展》编辑部、《当

代法学》编辑部

/

支持单位：中

国法律史学

会、吉林省法

学会法治文化

建设研究会、

辽宁省法学会

法治文化研究

会、《法律史

评论》编辑部

长春 2021.10.16

全国法学与史学跨学

科前沿论坛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

会

/ / 上海

2021.10.23-

2021.10.24

中国法律史学会2021

年年会暨“中国司法

传统与司法近代化”

学术研讨会

中国法律史学会 南京大学法学院 / 南京

2021.10.23-

2021.10.24

第十届全国青年法史

论坛“司法治理中的

国家与区域：中外历

史经验与当代镜鉴”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 / 南京 202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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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

委员会 2021年年会

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

委员会、《山东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编辑部

西北大学法学院、

陕西高校“先秦法

家思想与秦文化

的当代价值”青年

创新团队、西北政

法大学人权研究

中心

线上下结合 西安 2021.11.20

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

律文化研究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

律文化研究会

/ 线上 / 2021.12.4

“传统及其镜鉴：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

辑”学术年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

学研究院

/ 线上下结合 北京 2021.12.11

江苏省法学会法律史

学研究会 2021年年

会暨学术研讨会

江苏省法学会法律史

学研究会

江苏大学法学院、

江苏大学廉政与

法治研究院

/ 镇江 2021.12.11

“国家治理与法律传

统”学术圆桌研讨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法律史研究所

/ 线上 / 2021.12.12

“法律史教学与德法

兼修法治人才培养”

圆桌论坛会议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法律史研究所

/ 线上 / 2021.12.18

“乌伦古经验”与边疆

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现

代化专家论证会

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

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

心、中共新疆阿勒泰

地区福海县政法委

/ 线上 / 202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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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年度法律史领域立项、奖项情况

编者按：本节内容参考微信公众号“法律史评论”2022年 1月 17日发布的《法史年报 | 2021

年法史立项及获奖情况》（链接：http://mp.weixin.qq.com/s/VKaRN3n5G3Pbvu6e90LYcg），

在此基础之上，不进行删减，仅予以一定的增补，并订正一些文字性的讹误。由于编者水平、

精力有限，难免挂一漏万，如有缺漏，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补充。

※ 2021年法律史课题立项 ※

一、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法律史方向）

（一）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基金、自筹经费项目

1.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百年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叶茂泉，兰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学科：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2. 《康德“〈法权学说〉手稿”的翻译与研究》，汤沛丰，暨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

学科：哲学

3. 《福建契约文书词汇研究》，杨继光，闽南师范大学，规划基金项目，学科：语言

学

4.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货栈业嬗变研究》，熊辛格，衡阳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

学科：历史学

5. 《长沙新出简牍与东汉县域治理研究》，吴方浪，江西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

学科：历史学

6. 《秦汉简牍中民事诉讼史料集释与研究》， 王安宇，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基金项目，

学科：历史学

7. 《清代辑注派律学的群体、文本及传继研究》，杨剑，江苏大学，规划基金项目，

学科：法学

8. 《晚清民国时期外部势力干预下的中国西南边疆法律因应与治理研究》，吴治繁，

西南财经大学，规划基金项目，学科：法学

9. 《民国时期重构“中华法系”思潮研究》，耿密，西南政法大学，规划基金项目，学

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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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晚清中外交涉成案研究》，李耀跃，河南工业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学科：法学

11. 《清至民国县级财政转型与基层治理变迁研究》，钟莉，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青年

基金项目，学科：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12. 《战国令书传达体制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王会斌，黄淮学院，青年基金项目，学

科：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13. 《国家治理视域下宋代法律体系研究》，王瑞蕾，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青年基金项

目，学科：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二）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

1. 《近代日本驻中国外务省警察研究（1884-1945）》，刘紫英，乐山师范学院，青年

基金项目，学科：历史学

2. 《美国海外领土的合法性建构及其失灵现象研究——以美国对太平洋岛屿托管地的

政策为例》，牛丹丹，西安外国语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学科：历史学

二、202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法律史方向）

（一）重点项目

1. 《马克思财产权批判与社会正义理念研究》，张文喜，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哲学

2. 《传统中国的祥刑追求研究》，吕丽，吉林大学，学科：法学

3. 《古代王朝治边制度研究》，方铁，云南大学，学科：民族学

4. 《清代近海海事法制资料整理与研究》，王宏斌，河北师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5. 《古代罗马共和政治研究》，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学科：世界历史

6. 《亚述帝国土地制度研究》，国洪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科：世

界历史

7. 《文书行政制度视域下的秦汉公牍文研究》，韦春喜，中国海洋大学，学科：中国

文学

（二）一般项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巡视制度研究》，孙亮，安徽师范大学，学科：党史·党建

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研究》，尹世尤，湖南大学，学科：党史·党建

3. 《中国共产党百年纪律建设史研究》，石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

科：党史·党建

4. 《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的实践及基本经验研究》，于虹丽，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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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党史·党建

5. 《从日本战犯认罪反省进程透视中国共产党对日战犯教育经验研究》，周桂香，大

连理工大学，学科：党史·党建

6. 《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历程与经验研究》，殷昭鲁，鲁东大学，学科：

党史·党建

7. 《先秦法家伦理思想研究》，焦秀萍，山西大学，学科：哲学

9. 《〈资治通鉴〉中的政法理论与实践研究》，李启成，北京大学，学科：法学

10.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土地法经验研究》，柴荣，北京师范大学，学科：法学

11. 《民国时期民事裁判中的“法理”研究》，段晓彦，福州大学，学科：法学

12. 《“大一统”视域下封建国家地方监察权配置演变研究》，张颖，广州大学，学科：

法学

13. 《宋代国家治理中的监察机制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张本顺，扬州大学，学科：法

学

14. 《传统中国无主物法律制度及其现代意义研究》，顾元，中国政法大学，学科：法

学

15. 《韩国视野中的晚清法律改革研究》，韩涛，复旦大学，学科：法学

16. 《清至民国的“会”习惯及其转型研究》，童旭，江汉大学，学科：法学

17. 《新形势下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及其启示研究》，周勇，浙江理工大学，学科：国

际问题研究

18. 《唐宋监察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研究》，贾玉英，河南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19. 《民国时期条约理论研究之研究》，刘利民，湖南师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0. 《明清徽州县域治理研究》，陈瑞，安徽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1. 《简牍所见秦汉赋税体系研究》，朱圣明，厦门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2. 《出土文献与商周职官管理制度研究》，张利军，东北师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3. 《楚系出土文献职官整理研究》，汤志彪，华东师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4. 《简牍所见秦汉刑徒管理研究》，孙志敏，河北农业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5. 《宋代胥吏之弊及其防治机制研究》，武小平，温州医科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6. 《明代海防体制与国家安全研究》，赵树国，山东师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7. 《明清徽州民间纠纷文书整理与研究》，郑小春，安徽师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8. 《清代官员罚赔制度研究》，包诗卿，华东师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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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清代中期法律变革与国家治理研究》，姜金顺，中国政法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30. 《近代地方公款公产的转变与县域治理能力研究》，岁有生，商丘师范学院，学科：

中国历史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农村地区信访问题研究（1949-1965）》，李玉峰，南宁师

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32. 《中国近代慈善法律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曾桂林，湖南师范大学，学科：中国

历史

33. 《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囚役文书整理与研究》，宋坤，河北师范大学，学科：中国

历史

34. 《17-18世纪英格兰乡村警役与基层治理研究》，杨松涛，河南大学，学科：世界

历史

35. 《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总督政令中的地方自治与帝国治理研究》，吴靖远，北京大学，

学科：世界历史

36. 《古典时代雅典法令铭文整理与研究》，阴元涛，东北师范大学，学科：世界历史

37. 《梭伦法律残篇整理与研究》，张绪强，西南大学，学科：世界历史

38. 《夏商丧葬礼俗的溯源研究》，郜向平，郑州大学，学科：考古学

39. 《宗教与美国法律外交》，秦倩，复旦大学，学科：宗教学

40. 《〈韩非子〉互见文献整理与研究》，杨玲，兰州大学，学科：中国文学

41. 《明代公案小说海内外文献整理及其与法律文本互动关系研究》，崔蕴华，中国政

法大学，学科：中国文学

42. 《〈管子〉的生命理念与文章书写研究》，管宗昌，汕头大学，学科：中国文学

43. 《法制专业媒体宣传中控辩审关系话语建构的变迁研究（1978-2021）》，石春煦，

福建师范大学，学科：语言学

44. 《国家法律形象建构下的法家思想对外译介研究》，戴拥军，安徽工业大学，学科：

语言学

（三）青年项目

1. 《党内法规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莫广明，武汉大学，

学科：党史·党建

2. 《原始儒家关于家国建构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邓梦军，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学

科：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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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转型中的先秦法家治理思想研究》，王晨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科：哲

学

4. 《西南边疆国家政权建设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949-1966）》，赵局建，云

南大学，学科：政治学

5. 《明末清初君主论的转型与发展研究》，魏朝利，上海社会科学院，学科：政治学

6.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分裂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周光俊，华东政法大学，学科：

政治学

7.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明清时期藏族寺规研究》，夸加，青海师范大学，学科：法学

8. 《唐宋时期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型研究》，李云龙，山东大学，学科：法

学

9. 《岳麓简〈秦律令〉所见秦代罪刑之制辑释与研究》，齐伟玲，西北政法大学，学

科：法学

10. 《〈钦钦新书〉与中朝传统法律文明交流研究》，张钧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

科：法学

11. 《传统中国判牍案例中的司法理念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潘萍，河海大学，学科：

法学

12. 《平政院稀见文献整理与研究》，胡译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学科：法学

13. 《礼治思想与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李海云，山东大学，学科：社会学

14. 《日本国内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观点解析与考证研究》，房迪，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科：国际问题研究

15. 《美国国会立法干涉台湾问题的规律、风险与对策研究（1973-2021）》，周文星，

南京大学，学科：国际问题研究

16. 《清代〈礼记〉文献研究》，侯婕，南京师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17. 《西周土地铭文考释与土地制度研究》，杨坤，北京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18. 《简牍所见新秦地郡县化与新黔首统合研究》，熊永，北京师范大学，学科：中国

历史

19. 《岳麓简所见秦令研究》，王萍，山东师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0. 《出土律令与秦代官吏管理制度研究》，齐继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中国历

史

21. 《〈吏部条法〉与南宋官制研究》，束保成，浙江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90

22. 《晚清英美在华领事裁判权体系中的华洋诉讼研究（1843-1912）》，张晓宇，山

东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3. 《清代江西地方司法文献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陈海斌，赣南师范大学，学科：

中国历史

24. 《出土秦汉法律简牍文本传抄与整合研究》，于洪涛，吉林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5. 《宋元时期江南区域诉讼社会史研究》，郑鹏，华中农业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6. 《江津档案所见近代乡村地权纠纷及基层治理研究》，娄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学科：中国历史

27. 《普通法与英格兰王国治理研究（1154-1377）》，刘林，南京师范大学，学科：世

界历史

28. 《法国习惯法编纂与地方治理体系构建研究（1454—1539）》，董子云，浙江大学，

学科：世界历史

（四）西部项目

1. 《中国共产党法治道路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研究》，朱俊，重庆大学，学科：党史·党

建

2. 《中央苏区反腐败监督体系建设研究》，王小元，江西理工大学，学科：党史·党建

3. 《周秦君臣伦理变迁史研究》，惠翔宇，成都理工大学，学科：哲学

4. 《中国古代裁判文书说理机制研究》，罗洪启，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科：法学

5. 《唐代国家治理中的法律机制及当代价值》，赵青娟，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学科：

法学

6. 《权力控制视野下中国古代公罪制度研究》，杨玉明，北方民族大学，学科：法学

7. 《秦汉中国与托勒密埃及土地制度比较研究》，李勉，重庆师范大学，学科：中国

历史

8. 《清代内蒙古审判制度的变迁与司法一体化研究》，苏日塔拉图，内蒙古自治区社

会科学院，学科：中国历史

9. 《东北古代官方礼制与佛教信仰研究——以高句丽渤海为中心》，赵宇然，延边大

学，学科：中国历史

10. 《日本古代土地制度史研究》，郭娜，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科：世界历史

11. 《清水江文书中的本土法律话语研究》，钟一苇，贵州财经大学，学科：民族学

12. 《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女性犯罪研究》，艾晶，广西民族大学，学科：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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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明清云南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研究》，梁亚群，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科：民族

学

三、202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法律史方向）

（一）重点项目

1. 《案例中的中华法制文明》，屈永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法学

2. 《睡虎地秦简法律文献疏解》，徐世虹，中国政法大学，学科：法学

3. 《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开端：人大法律系档案选编（1949-1954）》，赵晓耕，中国人

民大学，学科：法学

（二）一般项目

1. 《秦简礼俗思想研究》，夏利亚，浙江科技学院，学科：哲学

2. 《周公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研究》，林国敬，温州大学，学科：哲学

3. 《墨学核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杨武金，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哲学

4.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哲学研究》，黄俊松，中山大学，学科：哲学

5. 《西方法哲学对微观和国家宏观主体认识的嬗变研究》，李云峰，武汉大学，学科：

哲学

6. 《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谭牧，东华大学，学科：政治学

7. 《中华法系大典纂修》，宋北平，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科：法学

8. 《中国古典法律思想发展史》，马腾，暨南大学，学科：法学

9. 《德国物法体系的历史形成与发展》，王伟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科：法学

10. 《日本国家赔偿责任实现的判例研究》，杨远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科：法学

11. 《美国反就业歧视制度研究》，杨浩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科：法学

12. 《英美现代信托法制研究》，于朝印，山东财经大学，学科：法学

13. 《美国量刑制度研究》，彭文华，上海政法学院，学科：法学

14. 《英、美民事诉讼专家证人制度及其启示》，杜闻，中国政法大学，学科：法学

15. 《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发展研究》，徐莉，长沙理工大学，学科：法学

16. 《盖尤斯〈法学阶梯〉释义》，柯伟才，苏州大学，学科：法学

17. 《美国荒野法研究》，潘凤湘，湖南理工学院，学科：法学

18. 《以礼为旨归：早期中国法律之形成》，宁全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科：法学

19. 《传统礼经的法意释读》，范忠信，上饶师范学院，学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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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延安时期宪制民主论（1935-1948）》，韩伟，西北工业大学，学科：法学

21. 《华北人民政府法治实践研究》，黄东海，北京邮电大学，学科：法学

22. 《魏玛宪法社会权的中国转译（1919-1949）》，李富鹏，中国政法大学，学科：

法学

2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审判法律适用研究》，徐进，南京财经大学，学科：法学

24. 《“读书万卷不读律”辨》，张田田，沈阳师范大学，学科：法学

25. 《清代刑罚研究（1736-1911）》，张本照，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科：法学

26. 《民国福建永佃制研究》，张少筠，山东师范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7. 《秦汉政权合法性理论的建构与演变》，高海云，聊城大学，学科：中国历史

28. 《清代监狱卫生生活保障体系研究》，张波，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学科：中国历史

29. 《晚清在朝“领事裁判权”研究（1882-1894）》，周国瑞，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学科：世界历史

四、中国法学会 2021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法律史方向）

（一）基础研究重点激励课题

1. 《汉代廷尉与中央司法集权研究》，闫强乐（西北大学法学院讲师）

（二）自选课题

1. 《新中国 70年来党领导下的人民法治研究》，刘用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2. 《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对环境法治的支持作用及其实现路径》，白洋（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

3.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历程探索与完善路径研究》，张鹭（东北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

4. 《教会法中的法人及其分类体系：法理基础及世俗法的回应》，孙怀亮（曲阜师范

大学法学院讲师）

5. 《晚清上海华界与租界税收法制的协调》，孔志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讲师）

6. 《从“立法”到“立法权”——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方式及其合法性标准》，周林（华中

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7. 《中国古代以法律手段强化中央集权的制度与实践研究》，武夫波（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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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法律史方向）

（一）团队项目

1. 《古代蒙古法律文献及法制史研究》，复旦大学北方民族史研究团队（首席专家：

达力扎布），复旦大学

（二）个人项目

1. 《19 世纪法国航行记录中我国南海维权证据整理与研究》，郑鹏，海南大学

2. 《晚清吐鲁番汉维双语司法档案释读和研究》，白京兰，新疆大学

3. 《藏族民间契约文书搜集整理与研究》，索端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六、202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法律史方向）

1.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研究》，王伟国，中国法

学会

2. 《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建设的百年演进及经验启示研究》，陈朋，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3. 《明清以来我国传统工商业账簿史料整理与研究（1500-1949）》，袁为鹏，上海交

通大学

4. 《秦汉至唐律令立法语言分类整理、谱系建构与数据库建设》，刘晓林，吉林大学

5. 《近代中外条约研究学术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学术史研究（1842-1949）》，李传斌，

湖南师范大学

6. 《西藏及四省涉藏地区民主改革档案资料整理和民主改革史研究》，侯希文，西藏

民族大学

7. 《中国海关通史》，戴一峰，厦门大学

8. 《明清至民国南海海疆经略与治理体系研究》，刘永连，暨南大学

9. 《新疆巡抚治疆史料长编》，赵维玺，兰州大学

七、司法部 2021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法律史方向）

（一）一般课题

1.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海涉藏地区习惯法整理与研究》，交巴吉，青海师范大学

2. 《清代蒙古文司法档案整理与译介》，那仁朝格图，内蒙古大学

3. 《陕甘宁边区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的司法实践研究》，康建胜，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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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课题

1. 《吉同钧律学研究》，王世柱，中国政法大学

（三）专项任务课题

1. 《传统司法裁判中法官说理的情感话语研究》，李德嘉，北京师范大学

2. 《明清司法官服饰研究》，秦启迪，河海大学

3. 《华中抗日根据地高等法院研究》，王红梅，盐城工学院

4. 《中国传统德刑礼法思想研究》，马腾，暨南大学

5. 《清代地方官员的知识结构与司法理念研究——以樊增祥为对象的考察》，刘家楠，

济南大学

6. 《中央苏区环境资源法制建设及其当代传承》，陈幸欢，江西财经大学

八、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课题（法律史方向）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课题

1. 《宋元时期经权司法的案例研究》，云南大学，胡兴东

（二）中华法系司法案例研究课题

1. 《红色司法案例的理念传承和时代价值研究》，西北工业大学，韩伟

2. 《中国古代司法责任案例研究》，山西大学，李麒

九、202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法律史方向）

（一）重大项目

1.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见秦及汉初“一决于法”研究》，中南大学，王进文，法

学门类

（二）一般项目

1. 《走出“伏流”：明清法家著述考》，中国政法大学，郑云艳，历史学门类

2. 《秦汉廷尉研究》，西北大学，闫强乐，法学门类

3. 《刑事诉讼原理与当代变迁——〈德国刑事诉讼法学〉（第 15版）的翻译与评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程捷，法学门类

十、202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法律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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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工作历史进程与经验研究》，中国政法大学，李树忠

※ 2021年内地法律史主要奖项 ※

一、第三届法律与历史学术沙龙（法史本硕论坛）征文评选

一等奖

1. 张恺强，清华大学硕士生，《晚清时期国际私法的输入：译著、教育与文明追求》

2. 刘沫寒，复旦大学硕士生，《“清代田房诉讼中的道德话语与自利理性——以四川南

部县“余业承买”案件为中心》

3. 李沁怡，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非规则型法”及清代中国法秩序的再认识》

二等奖

1. 蒋习轶，中山大学硕士生，《皇权下的牺牲者：从伪奏稿案讨论清代替罪现象及其

成因》

2. 刘禹岑，北京大学硕士生，《明清时期医病纠纷的解决方案及其现代启示研究》

3. 姚浩亮，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生，《〈大明律〉体例转型的原因考辨》

4. 左雨舟，华中师范大学本科生，《清代州县监狱疾病防治的制度与措施》

三等奖

1. 翟文豪，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清代后期的中俄司牙孜制度》

2. 陶志鑫，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清代皇族圈禁量刑的变迁》

3. 龚书凝，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生，《太平绅士的职能变迁与香港的殖民地治理》

4. 岳晋缘，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生，《〈广异记〉冥判法制研究》

5. 何天然，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守礼还是守法：复盘后周世宗生父杀人》

二、第五届曾宪义先生法律史奖学金

（一）优秀论著奖

1. 史志强，华东政法大学，《冤案何以产生：清代的司法档案与审转制度》，载《清

史研究》2021年第 1期

2. 王肃羽，清华大学，《鲁杰碑与清代县衙规条研究》，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21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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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钟子龙，北京大学，《〈大明律〉体例变化原因辩证》，载《南大法学》2020年第

3期

4. 王若时，西北大学，《清代成案非“司法判例”辩》，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期

（二）优秀博士论文奖

1. 张一民，北京大学，《道则从古，器则从新：杀尊亲属罪的近代转型》

2. 姜翰，中国人民大学，《收所习艺：清季刑罚转型中的本土资源》

3. 王奥运，清华大学，《伦理中的案犯：犯罪存留养亲制度在清代的发展及其特征》

4. 逯子新，中国人民大学，《清代比附研究——以规则和“强占良家妻女”比附案例为

中心》

（三）优秀硕士论文奖

1. 史庆，北京大学，《海峡殖民地的普通法塑造（1826-1869）——以“神主”案为线索》

2. 丁广宇，中国人民大学，《北宋前期诏狱研究》

3. 孟孜谦，中国人民大学，《晚明涉军屯田土讼案及其司法实践研究》

4. 肖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萨维尼法学研究方法与德国近代法律科学的发展》

5. 陈迁美，华东政法大学，《团练制度下的基层解纷机制研究（1912-1935）——以会

理县档案为中心》

6. 韩丽，西北政法大学，《清末民国“会”的法律分析——以〈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

为研究对象》

7. 尹嘉越，中国人民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卒令〉研究》

8. 孙烁，中国政法大学，《何以“龟鉴”——以〈折狱龟鉴〉为中心的法律社会史考察》

9. 贺彤，杭州师范大学，《清代司法中的白役蠹害及其规制》

10. 陈仁鹏，湖南师范大学，《清末湖南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

11. 韦钰，四川大学，《债权的地权化：民国时期四川大押佃制度研究》

12. 黄丹，中央民族大学，《从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看民间司法愿望——以司法“行侠”故

事为中心》

（四）优秀学士论文奖

1. 刘浩田，华中师范大学，《〈大清律例〉诸图考论》

2. 戚宇辰，北京师范大学，《传统律令中“贼”的语义变迁考》

3. 杨文萱，中国人民大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研究——秦与汉初逃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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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治》

4. 张昊鹏，四川大学，《法律、政治与公共领域：民国四川静宁寺慈善会查封案的法

律社会史研究》

5. 王世扬，中国政法大学，《两周旧章考》

三、第二届“韩德培法学奖”（法律史方向）

（一）终身成就奖

1. 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

（二）青年原创奖

1. 聂鑫，清华大学，《财产权宪法化与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立法》，载《中国社会科学》

2016年第 6期

2. 陈新宇，清华大学，《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2019年版

四、第七届“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成果奖”

一等奖

1. 陈玺，西北政法大学，《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

2. 王玉辉，郑州大学，《日本反垄断法的历史沿革与制度变迁（1947-2019）》

3. 张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律例统编的传统与现代民法体系中的指

导性案例》

二等奖

1. 刘昕杰，四川大学，《实验法院：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一次地方试点》

2. 李明，华中师范大学，《试论清代律学与经学的关系》

3. 赵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唐令复原所据史料检证——以〈大唐

开元礼〉为中心》

4. 王立民，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法制史》（第二版）

5. 王栋，深圳大学，《〈大宪章〉文本考：版本、正本、副本及译本》

6. 潘怀平，西北大学，《陕甘宁边区司法传统的认同硏究》

三等奖

1. 刘晓林，吉林大学，《唐律中的“罪名”：立法的语言、核心与宗旨》

2. 刘毅，北京理工大学，《家国传统与治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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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概念在中国（1930-1985）：一个知识考古学

分析》

4. 刘猛，北京林业大学，《宋代司法的运行及其法理：以阿云案为考察对象》

5. 谢晶，中国政法大学，《裁判文书“引经据典”的法理：方式、价值与限度》

6. 胡泽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平政院编制立法考论》

7. 高一飞，广西大学，《东亚文化背景下的建议性陪审团》

8. 陈立，复旦大学，Pioneers in the Fight for the Inclus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 and Legal Profession

9. 金欣，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立宪史上的“宪法-富强”观再探讨》

10. 周睿志，北方工业大学，《民情与现代政制——“临时约法”场域中的孙中山与宋教

仁》

五、第七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法律史方向）

一等奖

1. 姜朋，清华大学，《不复过往：中国法学院纪事》

2. 黄瑶，中山大学，《百年传承：中山大学法科学人（1924-1953）》

二等奖

1. 沈伟，上海市委党校，《摩登法律人：近代上海法学教育研究（1901-1937）》

2. 陈立，复旦大学，Early Graduate Legal Studies in America and Legal Transplantation:

The Case of China’s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egal Scholar

三等奖

1. 孙记，河北工业大学，《“不惑”之年应“不惑”——40年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就业率

之辨》

六、第一届“何华辉法学奖”（法律史方向）

（一）优秀成果奖

1. 顾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论唐代无主物法律制度》，载《中国法学》

2020年第 3期

七、第三届“普若法律史青年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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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1. 翟家骏，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讲师，1993年生，参评论文《〈历代刑

法考〉按语研究》

2. 杨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讲师，1991年生，参评论文《清代人

命图赖研究》

二等奖

1. 张一民，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1990年生，参评

论文《道则从古，器则从新：杀尊亲属罪的近代转型（1902-1911）》

2. 史志强，日本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1988年生，参评

论文《〈中外旧约章汇编〉所收清代中俄条约的翻译问题——以司法管辖为中心的考察》

三等奖

1. 吴欢，浙江大学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86年生，参评论文《古

今中西之间的北洋政府肃政厅》

2. 肖伟，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1995年生，参评论文《萨维尼法学研究方法

与德国近代法律科学的发展》

入围奖

1. 吴文浩，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1989年生，参

评论文《民国废除治外法权过程中的开放内地问题（1926-1931）》

2. 周欢，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1991年生，参评论文《清代粮仓法规及其制

度困境》

3. 王梦婷，吉林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1994年生，参评论文《唐律中的“罪亦如之”考

辨》

4. 刘舟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1992

年生，参评论文《移植与变异：民国司法行政部转隶原因考》

5. 闫强乐，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西北大学法学院讲师，1993年生，参评论文《〈大

明会典〉性质新考》

八、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中国法制史》（第二版），朱勇主编、王立民、赵晓耕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高等教育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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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与法律史学者有关的部分海外奖项 ※

I. Prix Stanislas Julien (儒莲奖)

Frédéric Constant (梅凌寒), Le droit mongol dans l’État sino-mandchou (1644-1911). Entre

autonomie et assimilation, Collège de France,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Vol. XLI, 2018.

II. Joseph Levenson Prize - Pre-1900 (列文森图书奖：对 1900年前中国的研究)

Macabe Keliher, The Board of Rites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III. George Louis Beer Prize (乔治路易斯比尔奖)

Francine Hirsch, Soviet Judgment at Nuremberg: A New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fter World War 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https://www.ucpress.edu/book/9780520300293/the-board-of-rites-and-the-making-of-qing-china

	目录
	 编辑说明
	一、2021年下半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1.1 2021年下半年CSSCI来源期刊（法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1.2 2021年下半年CSSCI来源期刊（历史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1.3 2021年下半年CSSCI来源期刊（高校社科学报）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1.4 2021年下半年CSSCI来源期刊（综合性社会科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二、2021年下半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2.1 2021年下半年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法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2.2 2021年下半年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历史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2.3 2021年下半年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高校社科学报）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2.4 2021年下半年CSSCI来源扩展版期刊（综合性社会科学）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三、2021年下半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3 2021年下半年CSSCI来源集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四、2021年下半年编辑出版的其他内地汉语法律史期刊、集刊、论文集概览
	表4 2021年下半年出版的其他内地汉语法律史期刊、集刊概览

	五、2021年下半年港台地区学术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5.1 2021年下半年港台地区CSSCI来源法学类、历史学类学术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5.2 2021年下半年港台地区其他部分法学、历史学学术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六、2021年下半年出版的外文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表6 2021年下半年出版的外文期刊所载法律史论文概览

	七、2021年下半年出版法律史书籍提要
	八、2021年下半年相关学术会议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