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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法律知识 共建和谐校园
——2010 年图书馆普法教育专题书目
编者按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
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为 加快建 设社会 主义 法治国 家 ，应增 强全 体 公民的 法律
意识和 法制观 念，坚 持不 懈地对 公民 进行法 制教育 和法 律宣传 ，使 人人知 法，懂 法，
树立正 确的法 律价值 观。
为响应 我省普 法办开 展 2010“五 五”普法 的号召 ，在 我校普 及法 律知识 ，传播法
治理念 ，构 建和谐 法治校 园，我馆结合现有主要馆藏，精心编制了《普法教育专题书目推
荐》
。内容包括法律法规、法律常识、法治与法制、大学生法律指南以及法律案例分析等五
个部分，同时介绍了部分相关期刊、法律工具书、普法网站等。本书目旨在加强全民法制宣
传教育，让全校师生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进而实现校园整体的健
康发展与和谐。我们衷心地希望本期书目对我校广大读者提高法律素养提供更多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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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书
（一）法律法规
1. 宪法、行政法
1《宪法》

馆藏索书号：D921.01/20091

基本信息：张千帆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527 页
内容简介：全书按照宪法通例，分“概论”
、
“基本权利”
、
“国家结构与组织形式”三编，
以中国宪法为出发点，以经世致用为导向，以学生兴趣为中心，不时穿插对典型案例的
评析，从宪法的角度解读社会热点事件，及时收录最新宪政动态，以求教学内容与时俱
进。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宪法基本知识，也能够从中感受到宪政的亲切与
务实，甚至体味出宪法学的精深与曼妙。

2《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研究：以权利为视角》
馆藏索书号：D921.04/200923
基本信息：魏建新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283 页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比较国内外宪法权利实施的制度和实践，认为通过行政法实施宪法，
是我国宪法选择地路径。具体做法是把宪法权利确立为行政法的最高价值，在行政诉讼
法的框架内完善救济宪法权利的机制等。

3《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必读法律法规》 馆藏索书号：D921/20071
基本信息：法律考试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428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 2007 年必读法律法规、标注主要法律条文主旨，提示重点法条及
相关法条，附列司法考试历年试题。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馆藏索书号：D921.02/20062

基本信息：许崇德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563 页
内容简介：本书回顾了我国宪法所走过的道路，尽可能详述其演变经过，能帮助读者借
此探索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今后的宪法的运行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供一些有益
的线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馆藏索书号：D921.05/20062

基本信息：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104 页
内容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规定拥有最高法律
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制定过四部宪法，现行的第四部宪法在 1982 年由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经过了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和 2004 年四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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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宪法学》

馆藏索书号：D911.01/200611.2

基本信息：秦前红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369 页
内容简介：本书平实而精炼地介绍了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内容，独具匠心地采取以
宪法基本理论、公民、国家、社会和宪政为顺序的结构安排，彰显了近代宪法基本的价
值内涵，专设社会与宪政的章节，凸显我国传统上对国家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控制，
以及近代以来宪法文本选出而宪法实践一直贫弱的现实。

7《中国行政法概要》

馆藏索书号：D922.101/20102

基本信息：朱维究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29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在吸收行政管理学之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归行政之本质，科学阐
释了行政法基本范畴与具体范畴，发展与完善了我国自足、自洽的行政法理论，也恢复
了对行政科学认识的完整性。

馆藏索书号： D922.104/20098

8《行政法与行政救济法研究》

基本信息：张建华, 陈连军, 栾颖娜编著.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09:239 页
内容简介：本书针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需要，侧重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系统阐述行政
法学和行政救济法的基本概念、原则，重点分析行政主体规范、行政行为规范、行政救
济规范和监督行政规范等内容。

馆藏索书号：D912.101/20084

9《行政法》
基本信息：王周户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88 页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丰富的资料和启发性的思考开启读者的智慧之门，在扩大阅读视野
的同时，引导读者探寻法律的奥秘。

10《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馆藏索书号：D922.105/200813

基本信息：张正钊, 胡锦光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364 页
内容简介：本书包括行政法概述、行政行为与行政程序、行政救济、行政诉讼四编共 21
章内容。

返回页首

2. 刑事法律
1《刑法》

馆藏索书号：D924.04/20072

基本信息：程荣斌, 姜小川主编.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493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案例分为经典案例回眸和教学案例解析。第二
部分法规在一些重要的规定之下，注有“知识点提示”，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掌握重点
法条。第三部分试题分为司考真题和考研真题。本书的特点在于全面、实用，在高等学
校法学专业的教学中，在教材之外只要再有本书，就能基本满足教学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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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索书号：D924/20073

2《刑法必读法律法规》

基本信息：法律考试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202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 2007 年司法考试刑法必读法律法规，标注主要法律条文主旨，
提示重点法条及相关法条，并附司法考试历年试题。

馆藏索书号：D924/2007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基本信息：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176 页

内容简介：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极为了维护
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
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
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
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狭义刑法是指刑法典。

4《刑法要点解答》

馆藏索书号：D924.05/20055

基本信息：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450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全面覆盖了 521 个要点全面解读刑法及司法解释，433 种罪名全面收
录。

5《网络空间中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馆藏索书号： D924.305/20041

基本信息：於志刚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595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虚拟财产的权利性质、具体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虚拟财产刑法保
护的宏观思索三部分，主要内容包括：虚拟财产的基本内涵、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虚
拟财产的权利性质证成等。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与适用》

馆藏索书号：D924.04/20004.2

基本信息：高西江主编.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100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四十六章。包括；刑法总则概述、刑法的根据和任务、刑法的基本原
则、刑法的适用范围、犯罪概念、犯罪故意与过失、犯罪主体、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等
多项内容。

7《刑法的基本立场》

馆藏索书号：D924.01/20031

基本信息：张明楷著.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377 页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以刑法规范为依据，以学派之争为主线，对刑法学中的重大问题展
开了深入研究，表明了基本立场：客观主义、实质的解释论、结果无价值论、客观的未
遂犯论、部分犯罪共同说、并合主义案。

8《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

馆藏索书号：D924.305/20031.2/1

基本信息：刘家琛主编.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1066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刑法施行以来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为基础，以该法及其配套规定为
主干，结合法律适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释解，既凝结了理论研究中
较为一致的观点，又反映出执法实务中的具体解决办法，综合了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
最新成果，便于读者准确理解本法及其配套规定的原意和相互关系，并在实践中正确适
用。本书系我国当今研究和阐释刑法分则的最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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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索书号：D914.01/20023

9《刑法的启蒙》
基本信息：陈兴良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26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将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没有条文的法理世界。从孟德旨在为学习与研究刑
法者提供一种刑法条文以外的刑法思想，使人认识到，除了法条注释以外，还有一种不
以法条为本位的刑法研究的范式之存在。本次修订版中，作者根据新近出版的一些著作，
对有关内容作了增补，使本书内容更加全面、系统。

馆藏索书号： D914.01/20002

10《刑法的精神》

基本信息：陈正云著.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199 页
内容简介：本书的主要内容：认识刑法、刑法的道德性、刑法的自主性、刑法的公正性、
刑法的经济性、刑法的宽容性、刑法的科学性。

返回页首

3. 民商经济法
馆藏索书号： D923.01/20101

1《民法第一课》
基本信息：梁彗星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136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民法学家梁慧星为广大初学民法的同学撰写的关于民法入门的书，包
括民法基本知识，民法基本原理，民法的学习方法，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等。

馆藏索书号：D923.991/20101

2《商法教程》

基本信息：王建文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470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商法基本原理、商法基本制度、公司与公司法概述、公司
的设立、公司的资本制度、股东与股权、公司组织机构、公司变更与终止、证券法的基
本问题、证券发行制度、证券交易制度、破产法概述等。

馆藏索书号：D913.01/20103

3《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
基本信息：王轶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303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绪论、价值判断问题及其研究方法、解释选择问题及其研究方法、
立法技术问题及其研究方法、司法技术问题及其研究方法、思念我的母亲（代后记），
主要包括：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
论侵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等。

4《商法管见》

馆藏索书号：D923.994-53/20091

基本信息：汪世虎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344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关于商法的论文集，包括公司法、破产法和票据法三大主题。代
表性的论文包括法学视野的多方利益平衡与公司重整、法院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条件探
析、股份公司产权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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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法思考的印迹》

馆藏索书号：D923.994/20096

基本信息：石少侠著.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25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民商法关系论、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论市场流通关系的法律调整、“一人公司”评析、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适用、公司
资本制度研究、股权问题研析等。

6《商法理论与实务》

馆藏索书号：D923.994/20097

基本信息：吕苏榆, 杨晨编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266 页
本书针对经管类商法教学的实际需求,有选择地以企业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担保法
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和商事纠纷解决制度作为阐述对象,章节设置
简洁合理。此外,注重把握最新立法动态,紧密结合新修订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
《民事诉讼法》以及 2007 年出台的《物权法》对相关制度加以评析。

7《民法学》

馆藏索书号：D923.01/20098

基本信息：杨震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643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民法概述、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自然人、
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法律行为、代理制度、时效与期间、人身权概述、人格权、身
份权、物权概述、物权变动、所有权、用益权、债的概述、多数人之债等。

8《商法专题研究》

馆藏索书号：D923.991/20099

基本信息：顾功耘, 沈贵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367 页
内容简介：本书稿将商法分为五个专题：1 公司法 2 证券法期货法 3 票据法 4 海商法及
银行法信托法及其他展开讨论，分别收录了各方面有关学者、专家在各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国，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引用资料详实，原创观点鲜明，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
践作用。

9《民法典与民法物权》

馆藏索书号：D923.04/200919

基本信息：陈华彬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559 页
内容简介：本书系作者从事民法学术研究 20 年以来的民法学经典文集，涉及民法典与
物权法，共分九编：民法典总论、物权法总论、物权变动、土地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相邻关系、动产所有权、担保物权。

10《民法的人文精神》

馆藏索书号：D913.04/200968

基本信息：徐国栋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366 页
内容简介：本书包括新人文主义、民法与伦理学前沿、罗马法与现代等三编。具体有《人
身关系的三维透视》、《民法典如何实现绿色理念》等文。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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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常识
1《<食品安全法>百姓问答》

馆藏索书号：D922.165/20101

基本信息：严军兴主编.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9:180 页
内容简介：为了做好《食品安全法》的宣传工作，让普通老百姓更好地了解《食品安
全法》，司法部司法行政学院组织编写了《（食品安全法）百姓问答》一书。作者在编
写过程中，紧密结合老百姓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安全问题，并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
定作了详细讲解。

2《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百问》

馆藏索书号：D922.591.5/20101

基本信息：牛丽, 张闯编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132 页
内容简介：本套丛书简明、准确的语言，讲述公民生活中常用的法律知识，是公民学
习法律知识的实用教材，是普及法律基础知识的好读物。本书内容有：总则、调解、
仲裁等。

3《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问答》

馆藏索书号：D923.05/20102

基本信息：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16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上下篇，上篇对涉及侵权责任的一些共性问题作了通俗的阐释，
下篇则按照立法体系，对常见侵权事由中如何归责的问题进行了详解。

4《物业管理实用法律知识 300 问》

馆藏索书号：D922.181.4/20092

基本信息：曹文泽, 任自力主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23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 9 部分。第 1～7 部分以简明问答的形式介绍了物业管理中的 280
个常见法律问题。第 8 部分是物业管理方面的 20 个代表性案例及其深入法律分析。第
9 部分是附录中则列出了我国现行物业管理方面的常用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清单及《物
业管理条例》的内容。

5《不可不知的 1000 个法律常识》

馆藏索书号：D920.5/200915

基本信息：徐宪江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379 页
内容简介：本书涵盖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家庭、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休闲
娱乐、投资创业、经济生活、人身权益等领域，所选 1000 个案例全都来源于生活。本
丛书共 4 本。

6《新编公民常用法律知识大全》

馆藏索书号：D920.5/200922

基本信息：苗京梅主编. 北京:海潮出版社, 2009:25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公民实用法律基本知识”、“公民打官司基本知识”两编，以知识
问答的形式，解答了什么叫定金、定金与违约金有什么不同、如何分割离婚时的财产、
隐私权包括哪些内容等问题。

7《行政处罚与行政救济法规知识读本》

馆藏索书号：D922.114/20081

基本信息：建设部政策法规司, 国务院法制办农业资源环保法制司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
版社, 2007:35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 10 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依法行政基本原则、行政许可法、行政
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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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住宅与房地产业法规知识读本》

馆藏索书号：D922.181/20082

基本信息：建设部政策法规司, 国务院法制办农业资源环保法制司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
版社, 2007:471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 10 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建设用地、住宅建设、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管理、房地产权属及登记、房地产交易管理、住房保障等内容。

9《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基础教材》

馆藏索书号：D922.16/20087

基本信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法规司编.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42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包括法的基础知识、行政法律制度、质检专业法律制度、质检行政
执法制度和与质检工作相关的法律制度五大部分。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在论述了法学基
础理论等基本法学知识的同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质检专业法律制度和质检行
政执法制度。

10《人生•法律 300 问》

馆藏索书号：D920.5/20088

基本信息：法制晚报社《人生·法律 300 问》编委会编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204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法制晚报社与法律出版社联袂打造的“人生·法律系列图书”第一
本。它的源起是法制晚报社推出的“人生法律 300 问”专栏。

11《有法有天：不可不知的 350 个法律常识》 馆藏索书号：D920.5/200810
基本信息：吕叔春编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370 页
内容简介：本书针对当前许多人对法律的需求，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针对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纠纷和人们所关心的法律问题，列举了大量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12《信访条例讲话》

馆藏索书号：D922.182.14/20051

基本信息：国家信访局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19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为全国普法推荐读本。

13《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政策问答》

馆藏索书号：D922.505-49/20051

基本信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普法办公室组织编写.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25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问答的形式介绍了就业与再就业、职业培训、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
工资、工时、休假、女职工与未成年人劳动保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
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各方面的知识。

14《企业经营中的法律安全研判及对策》 馆藏索书号：D922.290.4/20034
基本信息：吕景胜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299 页
内容简介：本书针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需求，为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防范交易风
险，提高交易效益，掌握交易规则，规范经营，作者选取组合了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
的法律问题，结合企业管理实践，总结以往企业经营中存在的诸多法律误区和盲点给
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惨痛教训，重点阐述了与企业经营有关的实用的经济法(商法)规
则、法律程序和法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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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举报指南》

馆藏索书号：D630.9/20011

基本信息：柳希春.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29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问题解答的方式讲解了举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相关问题。
包括举报常识、举报制度、举报和受理举报案件的查处、法律常识、举报条件的罪名
及立案标准等。简明准确、通俗易懂，并附有检察、纪检、监察机关举报方面的法规
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检察机关举报电话。

返回页首

（三）法治与法制
馆藏索书号：D929/20102

1《中国法制史》
基本信息：里赞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284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共分 12 章，按照编年史的顺序逐朝逐代地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
思想、立法成果、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等内容，时间跨度从中国法的起源一直到民国时
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

馆藏索书号：D929.7/20104

基本信息：杨一凡, 陈寒枫, 张群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664 页
内容简介：作者对我国的宪法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民商法律制度、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劳动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教育与文化法律
制度、科技法律制度、军事法律制度、民族法律制度、地方法制建设、司法制度、涉外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和主要内容以及法律实施情况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3《中国法治 30 年》

馆藏索书号：D929.7/20105

基本信息：中国法治 30 年课题组.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265 页
内容简介：为了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30 年的成就与经验，更为了探索未来中国法治
之路，中国政法大学设立了“中国法治 30 年”研究项目，内设“法治发展篇”、“立法
篇”、“宪法篇”、“行政法篇”、“民法篇”、“商法篇”等 26 个子项目，涵盖了七大法律
部门和法学的大部分二级或三级学科，邀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各领域的学者撰文，从法
治的各个方面总结过去 30 年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展望中国未来法治之路。

4《法治进程中的高等法学教育改革》

馆藏索书号：D90-4/20092

基本信息：朱立恒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337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为视野, 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进行
考察与反思, 并提出颇有见地的改革建议, 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良性发展具有积
极促进作用。

5《中国村民自治制度中自制规章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
馆藏索书号：D921/20092
基本信息：赵一红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245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法律社会学为研究视角，以村民自治制度中的自制规章为切入点，深
入探讨了国家法与村民自制规章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的相互关系及其特色，问题集中在：
村民自治缺席与村民自制规章的涵义与内容，村民自制规章的产生、形成、特征及其存
在的价值，村民自制规章与国家法之间的限定范围，村民自制规章与国家法产生冲突的
原因及其解决冲突的方法与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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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法治国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馆藏索书号：D926-53/20092

基本信息：李林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532 页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审视十年司法体制改革，总结十年司法体制改革的经验，分析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探讨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各种方案以及具体司法制度
的改革，进一步展望今后的司法体制改革。

7《地方自治法律制度研究》

馆藏索书号：D911.04/20094

基本信息：田芳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440 页
内容简介：全书分为上下两篇，遵循从思想到法律条文再到具体制度的逻辑顺序，上篇
全面介绍西方地方自治法律思想，各发达国家相关的宪法及法律条文，具体的地方自治
团体设立，地方事务划分，地方自治权界定、地方自治监督及其争议解决制度，以及居
民自治的内涵和制度。下篇介绍中国地方自治法律思想，相关的宪法及法律条文，以及
独具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自治和村民自治。

8《文明与法治》

馆藏索书号：D909.9/20095

基本信息：刘哲昕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245 页
内容简介：在纵向的历史认识基础上，本书结合对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华人社
会的法治模式及当代问题的横向研究，创见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法治模式的若干构想，
从而初步勾勒出了自己心中那一条通往理想未来的路。

9《宪法制度与法治政府》

馆藏索书号：D921.04/200920

基本信息：焦洪昌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33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宪法的视角，对法治政府进行了关联性研究，试图回答法治政府建设
的宪政制度支撑，解释法治政府的合宪性依据，梳理法治政府建构的宪法理论资源。

10《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访》

馆藏索书号：D632.8/20072

基本信息：李宏勃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304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从法学的角度,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等方法,对信访制度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

11《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与法制建设: 以国会立法活动为中心的研究》
馆藏索书号：D929.6/20041
基本信息：李学智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26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对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立法活动，南京临时
参议院时期的法制建设，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的法制建设，第一届国会时期的法制建设
作了研究，并附有民国初年国会立法活动年表。

12《法治的力量》

馆藏索书号：D920.5/20042

基本信息：全国普法办, 中央电视台编.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320 页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包括：“12.4”权威声音、“12.4”特别报道、“12.4”论坛、“12.4”
记者感言、“12.4”幕后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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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

馆藏索书号：D920.0/20046

基本信息：强世功.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38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就是这种时代遗忘症的一个见证，尽管它在自觉不自觉中与这种遗忘做
斗争。当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使用“社会转型”这相概念时，作者在本书中一直
坚持使用“国家转型”这个概念，因为没有国家转型实际上就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或
者说社会转型没有特别的意义。

馆藏索书号：D90/200413

14《法治：理念与制度》

基本信息：高鸿钧等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928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五编二十章，内容包括：法治起源论、法治价值论、法治运行论及
法治与未来社会。

馆藏索书号：D62/964.2

15《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

基本信息：吴大英, 刘瀚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300 页
内容简介：本书简明扼要地探讨了法治条件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书中对于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中许多问题的思考、见解和建议，很有前瞻性、预见性和可行
性。

返回页首

（四） 大学生法律指南
1《和谐校园的法律保障：高校法律制度研究》
馆藏索书号：D922.164/200912
基本信息：沈月娣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339 页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以高校法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法律的视角，分析我国高校设立、
转制、动作过程中产生的对内对外关系，针对高校比较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现有的
高校法律制度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从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的角度全方位提出建立
和完善我国高校法律制度、保障高校和谐发展的具体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较高
的理论价值。

2《大学生与法》

馆藏索书号：D920.4/200918

基本信息：谢玉萍, 林冬妹编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300 页
内容简介：以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相关的法律问题为主线，系统介绍与大学生关系密切的
法律法规，点评透析近年来发生在大学生群体身边的法律案例。

3《当代大学生人生修养与法律基础》

馆藏索书号：G641.6/20081

基本信息：蒙雅森主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7:317 页
内容简介：该书上编以人和人生为经，以社会与自然为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
统地探讨了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自由等人生基本理论问题。下编强调了法律教育
的目的在于在受教育者中建立起正义的天平，并进一步阐述了公平与正义是衡量社会文
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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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索书号：D92/20084

4《大学生实用法律知识读本》

基本信息：吴卫军主编.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33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社会发展与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大学生日常学习法
律知识的行政法篇、民法篇、刑法篇、经济法篇、知识产权法篇等。

馆藏索书号：D92/20071

5《大学法律槪论》

基本信息：马春生编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212 页
内容简介：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制经济，需要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
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稳定，而稳定也必须以法律作保证。加强法
制建设也是实现建成法治国家这一建设目标的需要。

6《大学法律基础教程》

馆藏索书号：D92/20076.2

基本信息：刘金祥主编.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262 页
内容简介：本书全面介绍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主要法律。全书共分六章，包括：法的基
础理论、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与继承法、诉讼法，并附有重要法律条文。

7《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构建: 权利、救济、义务、责任》
馆藏索书号：D90/200739
基本信息：蔡劲松, 李亚梅主编.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7:231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专门论述大学生法律权利与义务的著述，全书共分四章，结合宪
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校管理规定以及部分高校的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
规及规章制度，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大学生的权利、法律救济、义务与法律责任。

8《学生权益保护常用法律法规手册》

馆藏索书号：D922.183.9/20051

基本信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255
页
内容简介：本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审定，本书根据学生权益保护的内容和性
质共为为综合、就学资助、卫生保健、学校管理职责等四类。本书内容全面、编排科学、
分类合理，是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家长和学生常用的法律工具书。

9《校园法律指南》

馆藏索书号：D922.165/20055

基本信息：马雷军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334 页
内容简介：本书的编写是以学校的各项实际工作为线索的，内容涵盖了学校管理和教育
教学中常见的法律问题。其内容不仅使读者明道理、辨是非，还结合教育教学实际提出
了一些实用的应对措施。本书的编写在突出实用性的同时，还强调了通俗性，严谨性、
科学性，以便于教师、家长、学生和其他读者阅读、理解、应用。

10《大学生就业法律指导》

馆藏索书号：D922.505/20042

基本信息：本书编写组主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223 页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以《劳动法》为主线，从《劳动法》理论入手，结合劳动合同、聘
用合同、谈判技巧、劳动争议程序、实践等诸方面，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提供法律帮助。

返回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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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案例分析
馆藏索书号：D922.284.5/20101

1《法官说案保险关系纠纷案例》

基本信息：车新业, 陈谦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38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人身保险纠纷案例、财产保险纠纷案例、机动车辆保险纠纷案例、
工伤保险纠纷案例、社会医疗保险纠纷、养老保险纠纷、失业保险纠纷、生育保险纠纷
等几个方面的案例, 并附录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馆藏索书号：D925.105/20101

2《生活消费纠纷案例》

基本信息：李立勇, 史文建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353 页
内容简介：本书按类别分为商品买卖纠纷、生活服务纠纷、消费者财产安全纠纷、消费
者人身安全纠纷等。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案例解读本》
馆藏索书号： D922.145/20092
基本信息：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11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体系示意图等内容。

4《公司股权指导案例与审判依据》

馆藏索书号：D922.291.915/20094

基本信息：《公司股权指导案例与审判依据》编写组.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315 页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的指导性案例，在法律适用中大多存在着一些疑难问题，多为现行
法律沒有明确规定或是在理解上可能有分歧的。通过参照既有判例可以引导类似的案件
同案同判。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案例解读本》

馆藏索书号： D923.05/20096

基本信息：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170 页
内容简介：本书根据民法相关法律条文所规范的法律行为，选择与此相关的案例进行解
说。并在条文后面还附有关联法规的目录或者条文。

6《借贷·担保纠纷案例》

馆藏索书号：D923.65/200912

基本信息：何菲菲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397 页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借贷关系案例、担保关系案例两部分，具体内容有民间借贷金融借
贷和企业间借贷、抵押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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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索书号：D925.105/200914

7《医疗侵权纠纷案例》

基本信息：陈谦, 付妍主编.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360 页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了司法实践中，一批关于医疗侵权纠纷的典型案例、疑难案例。包
括：因违反医疗注意等义务引起的纠纷、因手术引起的纠纷、因美容引起的纠纷等。

8《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

馆藏索书号： D971.222.8/20083

基本信息：李莘编著.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401 页
内容简介：公司融资法是研究公司资金筹措、公司资产运营以及公司在各项经营活动中，
公司与公司投资人之间、各类投资人相互之间、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与投资人之间相
互的法律关系。全书总结和分析了美国历年经典的公司融资法案例，并以相关的理论和
法律制度连贯起来，供广大公司融资法领域内的相关人士使用和参考。

9《公共管理的法律案例分析》

馆藏索书号： D971.221/20071

基本信息：戴维·H·罗森布鲁姆, 詹姆斯·D·卡罗尔, 乔纳森·D·卡罗尔著. 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6:324 页
内容简介：本书探析公共管理领域宪法价值与管理价值的冲突与融合；判例分析渗入私
有化与外包等新公共管理的前沿领域；每个案例都凸显最高法院法官对公共行政的深刻
见解；提供美国“依法行政”应备的“行宪能力”以资参考；理论梳理和案例评注结合
的体例安排利于教学与研究。

10《会说话的头骨》

馆藏索书号： I712.35/20051

基本信息：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05:303 页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有关美国法律案例分析的书籍，其中包括：祸从口入、都是金钱
惹的祸、霉菌之灾、会说话的头骨、网络追踪等。

返回页首

二、 期刊
1《中外法学》

馆藏索书号：D9/4

基本信息： 肖蔚云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内容简介：本刊为法学学术性刊物。栏目的法学论坛、法治专论、法院春秋、问题与研
究、立法研究、新学科、专题计论、调查研究、笔谈会、中国人看外国法制、外国人看
中国法制、欧美之页、东欧之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规》

馆藏索书号：D9/6-1

基本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规》编委会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内容简介：本刊汇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等部门有关工商税收、农业税、关税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向全国财政、
税务、海关各级机关、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各界读者提供权威、全面、准确的税收法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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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索书号：D9/9

3《中国法学》
基本信息：中国法学会主办. 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4-

内容简介：本刊设置“本期聚焦”
、
“学术专论”，
“立法与司法研究”、
“批评与争鸣”
、
“研
究述评”、“书评”等栏目。

4《环球法律评论》

馆藏索书号：D9/14-1

基本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 北京:《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 2001内容简介：本刊比较研究中国法与外国法以及各国法之间的利弊得失，优劣高下，以便
同仁悟取舍之正道，得法意之真髓。本刊既倡导宏观的、体系的、基础理论的比较研究，
也注重微观的、个别的、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技巧，法律设计诸方面的比较研究。

5《民主与法制》

馆藏索书号：D9/15

基本信息：罗竹风等主编. 北京:民主与法制社, 1981内容简介：该刊主要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普及法律知识，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
要求，解答法律问题·主要读者对象为法律工作者、教育工作者。

6《法律与生活》

馆藏索书号：D9/41

基本信息：徐长等主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4内容简介：本刊记录重大案件和事件的背景新闻、与国计民生及法律相关的高层决策、
法学前沿的名家与权威的观点、百姓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涉及的法律知识、法学名
家成家故事及涉及案件的百姓感人故事。

7《政治与法律》

馆藏索书号：D9/51

基本信息：齐乃宽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2内容简介：本刊宣传依法治国理念，探索国内外政治学、法学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
主要栏目有评论、市场经济与法制、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专题论文、立法工作探
索、司法实务研究、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争鸣园地。

8《政府法 制》

馆 藏索书号： D9/53

基本信息：麦天骥主编. 太原:政府法制出版社, 1990内容简介：本刊以宣传依法行政为宗旨，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职能，反映政府之声、
百姓之声、民主之声、法律之声。

9《法治研究》

馆藏索书号：D9/54-1

基本信息：浙江省法学会主办. 杭州:《法治研究》杂志社, 2007内容简介：本刊在内容安排上共设立六大板块：专题研讨、立法研究、检察制度、审判
实践、律师实务、观察与思考，以法官、检察官、律师及高等法律院校师生为主要读者
对象。本刊崇尚求真、务实的办刊风格，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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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索书号：D9/68

10《法学家茶座》
基本信息：张士宝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内容简介：本刊是一本杂志型图书，每 3 个月出版一辑。它一方面强调作者的权威性，
文章作者大多为国内第一流的法学家；另一方面强调图书的通俗性，力求内容贴近读者、
贴近生活。它市场定位明确，读者意识强烈；注重品位，但不盲目学术；贴近生活，但
不盲目追求热点；强调通俗，但绝不追求庸俗。

馆藏索书号：Z/TD41

11《海外法学》

基本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2003内容简介：本刊精选海外中文报刊上关于台、港、澳及海外法学研究、教育及典型案例
的资料。

返回页首

三、 年鉴、工具书
1《中国法律年鉴》

馆藏索书号：D92-54/881

基本信息：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编. 北京:法律年鉴出版社, 1987内容简介：我馆收藏本书 1987-2009 年的年鉴，栏目设置为：特载；国家立法、司法、
监察、仲裁工作；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目录，地方性法规、规章目录；条约；司
法文件；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国务院各部委法制建设；地方法制建设；案
例；法学各学科发展概况；法学教育、团体、研究机构及法制报刊简介；统计资料；行
政区划；法制建设大事记等。

2《“148”法律咨询专用工具书 第 2 辑：公民民事权益保护》
馆藏索书号：D920.4/20002/2
基本信息：佟丽华主编. 北京:知识出版社, 2000
内容简介：本套书分上下册，主要内容包括：公民人身权、婚姻家庭、继承、收养，房
屋买卖、拆迁、租赁，劳动就业、个体经营、公民借贷、公民消费，医疗、交通事故和
民事侵权等方面涉法的问题，以及公民参与民事诉讼、寻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方面的
知识。

3《中国知识产权年鉴》

馆藏索书号：D923.4-54/20021

基本信息：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0内容简介：本馆共收录 2001-2009 年知识产权年鉴，记载全国知识产权工作的新成果、
新情况和新进展。书中涉及部门有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
最高人民法院、农林系统、科技部、商务部、教育部、社科院等，涉及内容有专利、商
标、版权、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的各方面。

4《刑法规范全集》

馆藏索书号：D924.09/20091

基本信息：《刑法规范全集》编辑组编.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47842 页
内容简介：本书以刑法典为基本框架，将全书分为刑法典编、总则编、分则编三编。其
中，刑法典编包括 1997 年修订刑法、六个刑法修正案和三个单行刑法，作为整个刑法
规范体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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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司法行政年鉴》

馆藏索书号：D926.1-54/20031/2000

基本信息：高昌礼主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18772 页
内容简介：本年鉴是一部记载中国司法行政工作情況，反映司法行政工作全貌和 1999
年工作发展和成就的综合性大型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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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网站
1.

中国普法网，网址：http://www.legalinfo.gov.cn

2.

普法 365，网址：http://www.pufa365.com

3.

广州普法网，网址：http://pufa.gzedu.com/menhu/index.jsp

4. 中国法律教育网，网址：http://falv.spaxon.com
5. 中国法律信息网，网址：http://www.law-star.com
6. 北大法律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info.com
7. 法律快车，网址：http://www.lawtime.cn
8. 法律图书馆，网址：http://www.law-lib.com
9. 法律界，网址：http://www.mylegist.com
10. 法律博客，网址：http://www.fyfz.cn

编后语：为了给广大师生创造一个多读书、读好书的环境，今后我们会继续针对不同主题，推荐优秀图书，
引导求学者阅读。欢迎广大读者通过各种方式（面谈、电话、发 E-mail）提出宝贵的建议，将您希望我们
推荐的书目主题告诉我们，我们将根据读者的需求不定期地编制《读者专题推荐书目》，感谢您的大力支
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