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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在北京一间意大利餐厅里 ,中外学者济济一堂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

教授与挪威驻华大使叶德宏先生等先后致辞 ,祝贺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经过多年努力形成的成果

———《国际人权法教程》的诞生。他们称 ,这将在中国人权教育史上留下可书的一页。

经过阅读和使用 ,笔者认为 ,该教程是一部中西合璧、匠心独具 ,既有较强的学术性 ,又有很高的操

作性和实用性的教材精品。

该项目是从 1998 年开始的 ,涉及“三方五国”,即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挪威奥斯陆大学挪威人

权研究所三方以及中国、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五国的专家。从项目启动到 2002 年 12 月两卷本的教

程 (上卷为教程正文 ,下卷为国际人权法汇编)出版[1 ] ,相关各方在中国和北欧举行了多次研讨 ,还专门

举办了一次由高校学生参加的教材使用实验班 (北京) 、高校法律院系老师教材使用研修班 (长春) 。①

这部《国际人权法教程》有以下的特点 :

第一 ,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性水准

这首先是一部国际法专业教材 ,不属于从哲学、政治学等角度对人权的阐述。虽然它包括对人权的

历史及其哲学的介绍 ,但是整体上看 ,它严格使用国际法的分析和架构方法。因此 ,使用者最好是具备

一定的国际法基础。不过 ,对于国际法的相关知识 ,如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条约法等相关问题

书中设有专章或专节论述 ,因此 ,教材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对非国际法专业的使用者有相当的帮助。

从作者的构成看 ,都是中外的法律院系的学者和教师 ,多是国际法、法理学特别是国际人权法领域

的专家 ,其中中方 9 人 ,外方 9 人。②比如 ,来自挪威的艾德教授是挪威人权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也是

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是研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权威人物之一。他们的集体

努力保证了教材内容的专业水准。

教程突出了人权两公约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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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但是将国际人权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释和评述。同时 ,对于不同的领域、不同层

次 (全球性、区域性、国家)的人权文件、机制及其实践有比较性介绍和分析 ,资料丰富并且较新。比如 ,

其中包括了对联合国系统内不同人权监督机制、欧洲联盟内的人权机制、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的一

些相关实践和案例等的介绍和评论。

第二 ,具有独特的内容体系

从内容体系来看 ,该书以《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构成的“国际人权宪章”为依托 ,分绪论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 ,妇女、儿童、少数者权利及歧视问题 ,发展权与环境权问题 ,国际监督和实施问题以及相关

条约法问题等共 7 编。既保证了内容的简约和概括 ,又具有纲举目张的效果。

从编写体系来看 ,则是教材中罕见的构思。教程中的每一章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必读文献、选读文

献、教学大纲和教学活动建议。

必读文献部分包括有关领域内的著名学者的论述、相关的重要文件和案例。从中可以读到中外学

者不同的观点。编写者在征得多家出版社的同意后 ,精选、翻译和收入了有代表性的相关文献 ,这是本

教材非常值得重视的亮点。

选读文献部分列出了教程使用者可以参阅的其他一些文献的索引。

教学大纲部分介绍每一章的纲要。包括定义、知识要点、辨析和比较等。

教学活动建议部分则是课堂讨论、练习或者课后作业的建议、案例或者其他相关材料。

教程专门将国际人权法全球性和区域性人权宣言、公约、议定书收入下卷供使用者参考。

这样的编写体系与我们通常看到的教材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乍看起来 ,它像一个“杂烩”,不像一般

教材那样俨然一部完整的个人专著。但是 ,使用起来就会发现这样的体系既保证内容的系统性 ,又更加

科学和便于使用。

第三 ,充分体现了中西合作与对话的特点

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进程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而人权研究的起步还要滞后很多。

有学者认为 ,是 80 年代末开始逐渐起步和繁荣的[2 ] 。与此相对应 ,我国的人权教育也并不发达。中外

合作、集体编写国际人权法的教材无疑可以取长补短 ,综合集体智慧 ,有利于一部分较高水准的教材的

诞生。

在教程的必读文献中 ,既有西方学者的论著译文 ,又有中国学者的代表性论述。学习者可以进行比

较学习 ,有助于博采众长。

中国与西方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合作和对话也是逐步推进的 ,在这个过程中 ,出现分歧是难免的。求

同存异也是这部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列出教材中外编写者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和认识 ,既使读者

能够客观了解相关问题的不同见解 ,又提供给教程使用者一定的判断空间和余地。

比如 ,在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1 条“集会自由”的第 15 章中 ,书中写道 :“大多数

编者认为第 21 条只适用于和平方式的集会。⋯⋯然而 ,本书的几位中方编者主张本条涉及的不仅是集

会的方式 ,而且还有集会的内容。第 21 条本身显示出了关注的内容 :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利益、公共

秩序、对公共健康和道德的保护或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如果一个集会煽动人们实施犯罪行为 ,则

此集会就不受第 21 条的保护”[1 ] (P1255) 。

第四 ,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作为一部优秀的教程 ,较高的学术水准是必要的 ,而实用性也是不可或缺的。《国际人权法教程》不

仅为使用者汇编了相关的国际法条约和重要文件 ,附录了相关主要国际组织和机构、案例索引、常用拉

丁文名词释义和人权研究常用网址 ,而且使用了前述独特的四部分组成的内容体系。

必读文献部分向使用者提供了相关的中外学者的权威论述和重要文件 ,免去了老师和学生搜集、选

091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4 年



择和翻译资料之苦。选读文献为准备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人提供了索引帮助。教学大纲是教学活动的

纲要 ,连学生一些笔记工作都可以因此得到简化 ,并且 ,它全面而又纲举目张 ,有助于复习、查询。教学

活动建议部分既有指导又有材料 ,同样便利教学活动的展开。

不仅在内容和体例上通过这些匠心独具的安排提高了教程的可操作性 ,而且 ,编写者还专门使用教

程稿进行了实地教学试验。他们组织中国政法大学和外交学院的学生在北京郊区进行了专门的实际教

学 ,并从中总结经验。之后 ,还组织来自全国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学者在吉林大学使用教程稿

进行了研修式学习 ,从中征求和吸收意见。笔者认为 ,教程实用性的提高也得益于这些实践。

当然 ,即使是“瑕不掩瑜”,也应该指出教程中的不足和疏漏。

在内容上 ,该教程较少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 ,特别是缺少来自中国的案例。在容量上也显得较大 ,

因为国际人权法是一个日益庞大的体系 ,知识点多 ,法律渊源丰富 ,因此 ,如何“瘦身”,构成该教程的一

个难点。虽然教程使用大开本、小字体出版 ,但仍然是上卷 627 页 ,下卷 222 页。虽然使用方便 ,但是如

果用作选修课的话 ,因为课时和学生精力有限 ,对中国学生来说可能会构成较多的负担。

书中还存在一些疏漏 ,比较明显的是 ,下卷收录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

第二任择议定书》中第 10 条的 4 个款项竟然漏了第 3 款项。正确的内容应该是 :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下列事项通知公约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所有国家 :

11 根据本议定书第二条提出的保留、来文和通知 ;

21 根据本议定书第四或第五条所作的声明 ;

31 根据本议定书第八条所作的签署、批准和加入 ;

41 根据本议定书第八条本议定书的生效日期。”

从整体来看 ,《国际人权法教程》是一部教材中的精品。教材建设是法学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 ,作为

中国和欧洲学者的合作成果 ,它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而独具匠心的内容体系

对于教材编写也颇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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