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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教育简析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01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有效的法律教育体系不仅关乎良好法律制度的构建，其对行业、政府乃至社会未来领导者的

【财新观察】
价格干预为下策

唐骏“母校”在华淘金记

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
宏观 | 财新调查显示人民币今年升值约2%
葛维宝 蒲杰夫
美国民众普遍认为，政府高官多应是名牌法学院的毕业生。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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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拜登和国务卿希拉里均拥有法律学位。奥巴马内阁里40%的成员都拥有法律教育背景。
事实上，在历任的44届美国总统中，25位都是法律人。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中相当一部分
也是律师出身，而许多社会组织的创立者或领导者同样也接受过法律教育或训练。在美国，
大学法学院的教育目的不仅仅是培养毕业生具备法律执业或是传道授业的能力，更重要是让

Flash

他们具有在政府、商业、外交以及所有能对公共政策和社会具有影响力的机构中的领导能
力。
随着法律和律师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法律教育和
法律院校的日益关注自是意料之中。显然，在目前中国为培养新一代的法律专业人才而进行
的法律教育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广泛的争论，大胆的尝试和创新的思维是必不可少的。也许
我们从美国法律教育改革经验中得出的一些想法，可供中国参考借鉴。
法律教育为何重要
美国的法律制度远非完美，但在我们眼里，法律对于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维持社会稳
定、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以及构建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发挥着关键作用。法律院校的重要
性源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美国的法律教育是国家未来的练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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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中肯之言：谈对唐骏经历的质疑
财新每周图片（2010.7.3-7.9）
沪媒：上海多家银行第三套房贷近日…
美国会飞的汽车将量产售价约19.4万…
黄益平：房价调控已近尾声
南宁出动380多警力掀“打黑风暴”
金地内讧
唐骏母校西太平洋大学的前世今生

法律教育应当让人们为毕业后的角色做好准备。这种观念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对法律教
育者的巨大挑战。法律教育者相信，现行的许多甚至是大部分的法律规则在他们学生的职业

融资潮后银行再掀信贷潮？
文强被执行死刑市民拉横幅庆贺

生涯中将会被更改，而法律的新领域亦将不断拓展。举个例子，20年前的美国，谁能想象
到日后有针对虚拟网络空间的法律，约束当时仍属未知的复杂金融工具的法律，或是规范医
疗实践中的生物伦理的法律？同样，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与20年或30年前的法律也是大相

热评文章

径庭，并且中国法律仍将继续快速变化发展。因此，最优秀的律师手中的案件往往涉及复杂

“打工皇帝”唐骏身陷学历“造假门”

纠结的法律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难觅制胜策略，并且具有高风险。这些律师是战斗在法

黄益平：房价调控已近尾声

43

律发展和法律实践的前沿。他们需要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而所谓的“问题”是由错综复杂的

美国会飞的汽车将量产 售价约19.4…

42

群体、机构以及不断演变的法律规则组成。

北京市部分“黑户”幼儿园停办

28

唐骏母校 西太平洋大学的前世今生

26

211

因此，美国最好的法学院的培养目标，是要学生具备能力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例如，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148726&time=2010-05-31&cl=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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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最好的法学院的培养目标，是要学生具备能力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例如，

上海重庆房产税试点方案暂未获批

23

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曾说过，“哈佛法学院是喜爱思考的人的乐土，而这些思考能改变世

游资移师农产品 粮棉大涨冲击中国

16

界……这里的人被制度和规则的力量所吸引，同时深知政策改革往往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城管“外包”

16

他们致力于用法律服务社会。”

克鲁格曼：我们恐怕正处于第三次萧…

15

美国还有哪些滥发文凭的学校？

15

在耶鲁法学院，我们不局限于培养最优秀的执业律师。借用学校网站的描述，我们同样
致力于“培养方方面面的领导人才：国内外法学院校的优秀院长和教研人员，各行业的商业
领袖和公司法律顾问，非政府组织和其他非盈利性实体的创办人，企业家，联邦、州及地方
政府官员以及法官队伍。”
如何有效开展法律教育
美国的经验是，最好的法律教育是训练学生用律师的方式思考。这就意味着，一个好的
法律教育计划应培养学生有效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过往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能力
包括：第一，批判性的思考；第二，不仅仅思考法律是什么，更应思考法律应该是什么；第
三，以逻辑性的论证说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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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优秀的法学院校是帮助学生养成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意味着对所有事物提出
疑问——事实、法律规则、基本前提、隐含的假设、逻辑步骤，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和什么是
可以达到的，什么是最好的结果，别人的想法是否正确，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最好的法律

热点博文
大嘴李易:郎咸平，沦落到沿街叫卖！？

教育会激发学生提出探索性的问题，因为这就是律师所做一切工作的核心。最好的法律教

Barrons:数字说话

育，不仅是给学生提供确切的答案，更要教导学生如何提出有意义的问题。

思享家:几句中肯之言——也谈方舟子…
马宇:天啊！中国移动少收我话费了！！

其次，最好的法律教育期望学生的职业生涯不应囿于日常性事务。应使学生积极讨论思
考他们认为法律应该是怎样的，以及理解法律现在是怎么样的。法律学子需要牢记法律的目
的和作用，而不仅仅是法律的形式；还应具备时常反思的能力，思考某些法律的目的是否正
确，以及这些目的是否实现。
同样重要的是，优秀的法学院校应当让人探究如何才能实现“公平”和“法治，”因为这些
是一个良好法律制度的终极目标。每当人们为新的法律争议寻求解决之道的时候，这些都应
是考量的因素，也正是法律改革的动力所在。当然，“公平”或是“法治”的含义复杂并富有争
议，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争辩应是法律教育的一部分。法律教育者应当鼓励学生运用其专
业技能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如果连法律工作者都不以建立法治社会和促进公平正义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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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试问谁会承担这样的责任？由于律师深受复杂的现实世界的羁绊，面临种种诱惑，成功
的法律教育所培养的学生会作出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思考其间复杂的伦理和道德问题（美
国的法律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在开始为期三年的法学院教育之前，学生已经完成了其他专业

视频

的四年本科学习并取得学位，许多人已有若干年工作经验。因此，接受法律教育的学生具有
多元的阅历、价值观和教育经验）。
“用律师的方式思考”的第三个方面，是要认识到别人未必与自己的观点一致。要成为一
名成功的律师，必须学会如何通过合理的分析论证说服别人。最好的法律教育培养学生有说
服力的推理能力。法律是一种充满争论的文化，在观点的往来交锋之中，律师始终致力于理
性的说服别人。要有说服力，必须先了解他人的立场，以便能让自己的说理围绕对方利益攸
关立论，而非以自己关切出发。
法学院校是如何塑造这些重要的智力才能的呢？它是来源于课堂教育和学生个人的学

【每日一评】价格干预能否控制粮棉涨价?
财新记者 龙周园 07月12日 14:20
政府要容忍农产品价格适当浮动；若须调控，增加
供给要优于打击投机等行政手段

习。由于法律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因此，在阅读、口头语言表达和写作上
下苦功夫是培养上述能力的理想途径。最好的法律课堂是积极的对话和讨论，而非知识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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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苦功夫是培养上述能力的理想途径。最好的法律课堂是积极的对话和讨论，而非知识灌
输。在法学课堂中，学生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得到锻炼并通过教师的有意识塑造得以成型。
学生的个人学习也应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应该不断质疑他们阅读的内容，而非单纯的记
忆。
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法学院校已意识到在法律培养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的重大价值
——让学生有机会接触真实的案件、真实的客户和诉讼事例。这通常是通过所谓法律诊所实
现。这些法律诊所是美国大部分法学院的核心部分，它们将学生置于真实的法律生活当中
——不仅是观察者，还在学习中实践。诊所式的法律教育有助于建立律师回馈社会的观念，
因为诊所的客户通常是无法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弱势群体。在美国大部分法学院学生认为诊
所式的教育是学习生涯中极有价值的部分，也是对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
良好的法律教育也包括对研究的重视。法律教学中的学术动力，往往体现在深入思考和
批判探索中，即寻求完善法律的方法，而非仅仅对法律进行总结概括。最优秀的法律学者和
教师能结合理论和实际。他们将如何完善法律的理想主义与可操作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他
们的法学知识常常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如经济学和政治学。在美国我们有时会听到一些抱
怨——估计这些在中国也能有所听闻——即法律学者提出的建议常常是完全缺乏实用性的。
但是，法律实施者，包括政府官员，往往过于务实。他们过于关注日常性的事务，以至于没
有对如何完善公平制度给予足够思考。
法律教育是重要的也是困难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律本身是如此重要并且渗透于公
共政策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解决法律争议并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困
难重重。对那些从事并努力完善法律教育的人们而言，这些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美国法律
教育的目标是巩固社会和构筑国家未来。正因如此，一个强大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社会也堪称
美国的核心国力之一。法律教育是培养未来不同行业与领域内的领导者。他们中只有少数会
成为美国总统、内阁部长、首席执行官或是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但是他们都应当有能力为社
会作出贡献。
葛维宝（Paul Gewirtz）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
蒲杰夫（Jeffrey Prescott）为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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