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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检索 

纸质图书查询 

导 
论 



     
 

     

 第一编     选题、谋篇与布局 

 第二编     经部：开头与结尾 

 第三编     史部：文献综述、法规梳理与制度
比较 

 第四编    子部：案例分析、定量研究与思想
实验 

 第五编    集部：交叉学科分析的数据基础 



电子资源检索 

 1、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www.chinalawinfo.com） 

 2、北大法意网（http://www.lawyee.net） 

 3、Lexis法律专业数据库
（http://www.Lexis.com） 

 4、Westlaw法律专业数据库 

（http://www.westlawinternational.com/） 

 5、HeinOnline法律专业数据库
（http://www.heinonline.org） 

 

http://www.lawyee.net/
http://www.lexis.com/


纸质图书查询 

                             中图法检索方法 

D9 法律 

D91 法律各部门 

D92 中国法律 

D93-97 各国法律 

D99 国际法 



09 法律汇编 1 国家法  宪法 

21 行政法 22 财政法 

228 金融法 229 经济法 

23 土地法 24 农业经济管理法 

25 劳动法 26 自然资源与环境保
护法 

3 民法 39 婚姻法 

339 商法 4 刑法 

5 诉讼法 6 司法制度 

7 地方法制 9 法制史 



   1、“小清新”原则 
 

                            为己 
   2、知己                                                                          
                             知己 

                               
                          博古 
   3、知彼 
                          通今 
            

 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实际经验问
题 

第一编  选题、谋篇与布局 

以西方为前提来研究中国问题 



布局 

 一、简单：一目了然 

 二、贯通：一以贯之 

      1.主线的重要性 

      2.清晰主线的前提下，更好地组织整合文
章的不同素材 

 三、顺序：先后有序 

 



四部研究法 

 一、经部：提出问题 

   交代背景  提出问题 理清思路 突出重点 说明
方法      摆明意义 

 二、史部：综述文献 

 三、子部：论证观点 

      1.摆事实，是一个求实的过程 

      2.讲道理，是一个求真的过程 

 四、集部：理论升华 



经部：开头 

 1、开门见山 
     陈兴良：“婚内强奸犯罪化：能与不能——一种法解释学的分

析” 
 2、摆事实 
 3、列数据 
 4、举争议 
     苏力：“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从肖志军拒签

事件切入”《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 
 5、背景交代 
 6、赋陈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7、断言 
       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 



 

      8、对比 

      9、起兴 

         （1）名言  

           当法律人传颂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
验而非逻辑”时，我们不免要问：植根于经验的法
律如何超越经验的局限，摆脱成见的束缚，有效回
应当下以及未来不断涌现的新的现实问题？难道法
律真的只能是在黄昏后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
么？黄昏后起飞的猫头鹰是否看到的只是黑夜？如
果他还必须知道百灵鸟的生活，应当如何去探寻？ 

                  凌斌：“思想实验及其法学启迪”《法学》2008年第一期 

      



          （2）、立异 
          （3）、意象 
     
             放佛以前这个词都用错了，只是到了青海西南部，
我才知道了什么真正叫“辽阔”。… …辽阔并不只是一
个空间的概念，而是一种心灵的感悟。这里属于青藏高
原，制备生长缓慢，一旦破坏很难恢复，生活在此地藏
民都只能以放牧为生，并且是游牧。这里的人们的所有
财产都是可以放在马背上的。在当地巡回审判的法官告
诉我：“这里没有不动产”。…就在这辽阔的世界，我
获得了另一种辽阔—关于近年来议论颇多的法律移植。 

               苏力：“这里没有不动产——法律移植问题的理论梳理”，
《法律适用》2005年第8期  



结尾 

   1、结论 

         陈兴良《从枪下留人法下留人——董伟死刑案引发
的法理思考》 《中外法学》2003年第1期 

   2、照应 

   3、提炼 

   4、升华 

   5、反思 

   6、召唤 

   7、追问 

       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重构”《中国社会科
学》1999年第5期 

 

 



8、余韵 

例： 
        “肥羊”一词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北方的有着一个特殊的用法：正如美语中的
“big bucks”，并非是实指体型巨大的雄鹿，而是意指“一笔大钱”，意指一笔响当
当的“财产”。当初众多企业选择“小肥羊”作为品牌名称，而且历尽艰辛、不改初
衷，都是看中了这一名称语义双关的吉利和靓丽。本文也借助这一语义双关，
表明《商标法》修订引发的这“小肥羊”之争，和《物权法》制定引发的激烈争议
一样，不仅是法律实践和经济理论的一面镜子，也是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和现代
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55年前，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从私人手中赎买私有企业，确立了单一的
全民或集体的共有财产制，迎来了中国经济的第一次起飞，也留下了日后积重
难返的隐患。如今，55年后，风水轮流，私人开始从国家或者集体手中赎买共
有财产，并且通过法律确任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建立了私有财产和共有财产
平等保护的产权制度，推动着中国经济的继续腾飞。身处其中的人们在争论和
思索，这一次财产制度变革是否能够如30年前一样成功，这其中是否暗含着未
来发展的危机和新的障碍，我们能否找到一条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正当此时，
一只“小肥羊”，无意间跃到了时代发展的前头，成为了55年来中国财产法律改
革和经济发展历史的一个醒目的“商标”。 



史部：文献的归纳 

1、确立问题意识 

 

 

 法律规则 

禁易规则 

可易规则 

财产规则 

责任规则 



 

               2、概括学术传统 

               3、区别现有观点 

 

               注： 

                 ①位置 

                 ②篇幅 



法规的梳理 

 1、全面检索法规法条 

 2、锁定核心法条，辐射其他法条 

 3、提炼核心原则，归纳重点内容 

 4、理论引申 



子部：案例分析 

一、怎样读判决书（中文） 
二、怎样读案例（英文） 
     1、案例名称（case name） 
   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 
     2、判决法院（Court rendering the opinion） 
  新泽西最高法院（New Jersey Supreme Court） 
  英国最高法院（The House of Lord） 
     3、案号  例：93N.J324，A.2d 138(1983)   该案出自《新泽西汇

编》第93卷，第324页，以及《大西洋汇编》第二辑第138页，
该案判决于1983年 

     4、主审法官姓名 
     5、判决书主体部分：法律争议、双方当事人情况和事实经过、

判决采用的相关法律以及判决结果 



案例分析的定量研究 

1、定量研究与数据处理 

2、北大法意实证研究平台的数据处理功能 

3、思想实验与法学应用 



集部：交叉学科分析的数据基础 

 经济和商业数据库 
 1、ProQuest数据库平台 
 2、Bureau van dijk 
 3、OECD在线网络资源 
 4、EBSCO数据公司 
 5、EconLit美国经济学会文献库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7、中国经济信息网 
 8、中国资讯行 



人文和历史数据库 

 一、中国基本古籍库 

 二、民国文献 

 1.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库 

 2.全国报刊索引 

 三、英美历史电子图书数据库 

 1.EEBO 

 2.E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