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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

陈光中，

1930

年， 生于浙江
省永嘉县。

1952

年，毕业于北大
法律系并留校任教。

1954

年，在
北京政法学院任教。

1986

年，经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陈光中
成为全国第一位诉讼法学博士生
导师。

1988

年，任中国政法大学
常务副校长，

1990

任代理校长，

1993

年任校长。

1994

年卸职后，

他继续担任博士生导师， 从事诉
讼法学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
作。

1995

年，陈光中创立的中国
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为
刑事法律和诉讼法律学科进行项
目研究增设了科研平台， 该中心
还是中外刑事法学合作和交流的
基地。

陈光中先生近照。

□

心系国家立法是陈光中“学以致用” 治学方针的集中表现， 他始终认为法
学这门学科的应用性很强， 对基础理论和实务的研究， 应当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
立法和司法，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

陈光中主张既要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衔接， 吸收海外立法和法治理论
研究的优秀成果， 又要结合中国国情， 自主创新， 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司法制度。

□

陈光中说： “一个人在事业上要有所成就， 特别在治学的道路上成为一个
大学问家，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天赋、 勤奋加机遇。 但是， 天赋不由个人决定，

机遇变数很大， 只有勤奋完全取决于自己。”

■

人物名片

2010

年
4

月
21

日， 是我国著名
刑事诉讼法学教授陈光中八十华
诞。 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
中心发起的“陈光中法学文选首发
式暨陈光中教授八十华诞庆贺会”，

将于当天下午在北京友谊宾馆举
行。为纪念陈光中教授八十华诞，中
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

陈光中教授第一届博士卞建林特撰
写此文，本刊摘要发表。

———编者

1930

年， 在浙江省永嘉县白泉村
陈氏家族， 一个小生命降生了， 取名光
中， 有“光大中华” 之意。 他， 就是陈
光中。

1948

年夏， 陈光中以奖学金名额
考取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 法律
系。

1950

年夏， 他通过考试转学到北
京大学法律系。

1952

年毕业后， 陈光
中留在系里当助教。 随后， 全国高等学
校进行院系调整， 北京大学、 清华大
学、 燕京大学以及辅仁大学的法律系、

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
院。 陈光中随同北大法律系的全体师生
告别了北大， 来到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
院， 参加了学院的创建工作。

1954

年， 陈先生根据组织决定，

开始在北京政法学院担任刑事诉讼法学
的教学工作， 从此与刑事诉讼法学结下
了不解之缘。

情系立法倡导人权
陈光中非常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

立法工作， 为了相关立法的民主化和科
学化， 陈光中可谓鞠躬尽瘁、 功绩卓
著。 在立法活动中， 陈光中尤其注重与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护相关的制
度建设。

1993

年， 陈光中受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委托， 负责组织成立刑事诉讼
法修改研究小组。 研究小组在他的主持
下积极开展国内调研、 国外考察， 数易
其稿， 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修改建议稿》， 并于

1995

年出版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
稿与论证》 一书。 由于其重大学术价值
和对立法修改的积极作用， 该书荣获北
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
奖、 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第二届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成果法学一等奖。

据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修改建议稿》 中约
65%

的建议被
1996

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所采纳， 举
其要者有： 改善被追诉者地位， 制定含
有无罪推定精神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
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原
则； 取消“人犯” 称谓， 改称犯罪嫌疑
人和被告人； 加强辩护权保障， 允许律
师在侦查阶段介入； 死刑采用枪决或者
注射等方式执行等。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2003

年
10

月，第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将刑事诉讼法的
再修改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
划。为配合实现此次立法规划，陈光中主
动请缨， 成立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课题
组，组织了国内二十多位专家学者，马不
停蹄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和探讨。

历时四载，在国内调研、试点工作以及国
外考察的基础上， 最终完成了一本学术
分量很重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该书
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引起立法、

司法部门和法学界的重视。

陈光中不仅情系我国刑事诉讼法的
修改，而且对我国宪法、其他部门法的立
法和修改也十分关心并积极参与。 在
1999

年对宪法的重要修改（如增加规定
“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等）过程中，陈光中是参与全国人大
组织的征求意见座谈会的少数法学教授
之一。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所
著《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中写
道：“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认为要写
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2004

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

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 修改后的
《宪法》 第

33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 “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早在
1986

年， 陈光中就撰文力倡
我国应当借鉴外国的经验， 建立刑事赔
偿制度， 成为我国最早提出制定国家赔
偿法的学者之一。

学术思想引领前沿
陈光中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形成了

独具风格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 主张
既要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衔接， 吸
收海外立法和法治理论研究的优秀成
果， 又要结合中国国情， 自主创新， 探
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 其学术思想概述如下： 在刑事诉讼
理念上， 他反对重打击轻保护、 重实体
轻程序的传统观念， 坚持平衡的诉讼
观， 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 程
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 客观真实与法

律真实相结合、 公正优先兼顾效率， 为
了保证实现程序公正， 应当建立程序制
裁机制。

在司法和司法独立的基本理念上，

他认为， “中国式” 司法不限于审判，

是国家的一种诉讼职能活动， 即国家行
使司法权的活动； 中国的司法机关应为
法院、 检察院； 司法独立从法院来说，

主要是法官独立， 要改革审判委员会并
最终予以取消； 要通过人事、 财政保障
制度改革， 使法院、 检察院脱离地方保
护主义的羁绊。

在刑事诉讼构造上， 他认为， 刑事
诉讼中应当包括两个三角结构： 在审判
阶段， 应当有控辩平等对抗， 法官居中
裁判的大三角结构； 审前程序中在决定
是否批捕和是否起诉时， 应形成以检察
机关居中、 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为
“争议” 双方的小三角诉讼结构。

在辩护制度上， 他主张应当明确侦
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解决律师会
见难、 阅卷难、 调查取证难等实际问
题， 强化法律援助， 从而实现控辩平
等。

他认为应以科学的认识论和价值论
为理论基础，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证据制
度。 他主张确立证据裁判原则， 并把证
据裁判与以事实为根据结合起来。 他指
出， 刑讯逼供是程序上的最大不公， 是
造成冤狱的主要成因， 应坚决予以杜
绝， 并主张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他
主张建立层次性的证明标准体系， 对认
定有罪的证明， 在主要事实上必须坚持
唯一性结论， 同时应增加推定的规定，

降低程序违法的证明标准。

在刑事第一审程序问题上， 他认为
既要借鉴和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又要保留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点。 在
刑事二审程序审理方式上， 他主张应扩
大开庭审理的案件， 保证死刑案件一律
开庭。 在死刑和死刑复核程序上， 他认
为我国当前应当保留死刑， 严格限制死
刑， 为今后废除死刑创造条件。 他坚决

支持死刑核准权收回由最高人民法院行
使， 同时认为应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适
度诉讼化改造， 将来条件成熟， 可考虑
将死刑复核程序改为三审程序。 在再审
程序上， 他认为现代化的再审程序必须
把既判力理念、 禁止双重危险（一事不
再理） 规则、 程序安定性与纠正错判结
合起来， 区别有利于被判决人和不利于
被判决人两种情况作不同处理， 对冤案
要无条件平反， 还无辜者以清白。

在联合国司法准则问题上， 陈光中
高屋建瓴， 认识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

其研究在国内居于先驱者地位， 迄今为
止已经连续出版了五部著作。

1998

年，

陈光中主编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
中国刑事法制》 一书出版， 这是国内最
早专门探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在中国
的实施问题的专著。 该专著出版后两个
月， 我国政府即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陈光中认为， 联合国人权准则是人
类社会维护人权的共同要求， 是从人类
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中概括出来的准
则，我们应当予以尊重。他主张国际法优
先原则， 对于我国已经批准或者参加的
国际条约， 则应当认真、 严格地予以遵
守。

2002

年，陈光中主持起草了《关于我
国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的建议书》，书中建议：通过立法
修改和司法改革，尽量消除国内法与《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矛盾，在
批准该公约时对条款的保留尽量减少到
最低限度。 他希望通过该建议书促进我
国早日批准和实施该公约， 并促使我国
人权状况进一步改善， 使我国的刑事司
法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传道授业培育英才
对于法学研究， 陈光中毕生孜孜以

求， 笔耕不倦， 只争朝夕。 正因为如
此， 五十多年来， 除政治运动干扰期间
外， 他一直活跃在法学教学与科研的第
一线。 至今， 陈光中仍然习惯于在夜深
人静时坐在书桌前读书和著述， 那情
景， 恰如米尔顿所言： “一灯荧然， 独
坐静思， 探索新的观念和意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陈光中出版专
著、教材近五十部（含主编、合著），发表
论文一百九十多篇， 其研究成果在理论
界和实务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如

20

世纪
80

年代他出版的著作《刑事证据理
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外国刑事诉
讼程序比较研究》 均是内地此类专著的
第一本。 他主编的教材《刑事诉讼法》为

全国法学类高校或院系普遍使用。

陈光中传道解惑、 辛勤育英才。 在
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 他教过的
学生不计其数， 先后教过本科生， 硕
士、 博士研究生， 干部专修班， 师资进
修班等。 他渊博的知识， 精到的见解，

丰富的教学经验使无数人受益匪浅。 陈
光中从

1979

年起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

1986

年成为全国第一位诉讼法学博士
生导师， 由他创立和主持的中国政法大
学诉讼法学博士点是全国最早的诉讼法
学博士点， 在其后的

10

年时间里也是
全国唯一的诉讼法学博士点。

在授课中， 他倡导“业精于勤”、

“博而后精” 等治学箴言， 还注重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 勇于创新的精神。 他在
一次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引用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古训， 勉
励学生不断开拓创新。 迄今为止， 他直
接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论文博士生已取
得学位和已出站的博士后已达

65

人，

其中有的已成为教授、 知名中青年学
者， 有的已成为政法部门的重要骨干，

有的活跃于国内外律师界， 可谓桃李满
天下， 学子成栋梁。 在先生的严格要求
和悉心指导下， 陈氏门生的博士论文总
体质量比较高， 并率先开展了对诉讼法
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产生了一批有分量
的学术专著， 促进和丰富了诉讼法学的
理论研究。 他指导的王万华博士的学位
论文《行政程序法研究》 还于

2001

年
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为了奖励优秀的硕士生、 博士生，

陈先生在其学生、 亲友和有关单位的支
持下， 于

2002

年成立“陈光中诉讼法
学奖学金基金会”。 基金会面向全国，

两年一次评选学业优秀的硕士生、 博士
生予以奖励。 此举表达了他对诉讼法学
年轻学者成长的关心。

在先生七十岁寿辰时出版的《陈先
生法学文集》 的序言中， 他表达了这样
的期望：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
士暮年， 壮心不已。’ 我虽非‘烈士’，

但暮年壮志还是有一点， 如苍天保佑，

假以时日， 我愿在
80

岁时再出一本文
集， 为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再做一点贡献。”

祝愿陈先生健康长寿
!

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王明成、颜麟律师,受山

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瀚霖生物”)的委托,发表

如下声明：

一、瀚霖生物于 2009 年 4 月与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微生物所”）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取得了微生物所拥有的

ZL95117436.3 号发明专利(微生物同步发酵生产长

链 αω—二羧酸的方法)的实施权,该《专利实施许

可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瀚霖生物对该专利的独占

实施许可权受到法律保护。

二、非经瀚霖生物及 / 或微生物所书面许可，任

何企业或者个人以上述专利方法生产十二碳长链

二元酸产品（DC12）,均可能构成侵权，瀚霖生物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瀚霖生物注意到，当前市场上存在涉嫌侵犯

上述专利权的产品，瀚霖生物谨此提醒购买、使用或

者销售十二碳长链二元酸产品的企业或者个人，注

意审核、确认十二碳长链二元酸产品（DC12）的生产

者，是否取得了该专利的实施许可权。对于明知或者

应当知道生产者以侵权方式制造、 销售侵权产品仍

然购买、使用、销售或者许诺销售该产品的企业或者

个人，瀚霖生物保留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
王明成颜麟律师
2010年4月16日

律 师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