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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漫话咏犬诗
衣殿臣
2
0
1
8年，农历为狗年，岁在戊戌。记得有

九首·十五从军征》 中亦有“兔从狗窦入，雉从

人写过这样两句诗：“桀犬吠尧无足怪，看家

梁上飞”之句。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

护主本天然。”按理说，尧是圣主，桀是昏君，

的推移，咏犬诗便逐渐地形成了。

犬不该吠尧，而应吠桀。然而，犬为桀所饲

我国第一首完整的咏犬诗，产生在三国时

养，它吠尧是出于护主，乃天然本性所致，人

期，作者是个孩童。据 《文士传》 记载，东吴

们无可厚非。桀犬吠尧一典，最早出于邹阳

有个神童叫张俨，远近闻名。一次将军朱据召

《狱中上梁王书》。郭沫若先生却不这样认为，

见他，令其作诗，以试真假。张俨见院中有只

他有 《满江红》 词云：“桀犬吠尧看笑止，泥

猛犬，便口占一首 《犬》 诗：“守则有威，出

牛入海无消息。
”这大概就是对犬见仁见智吧？

则有获。韩卢宋鹊，名书竹帛。”朱据听了大感

狗，雅称为犬，一向被人们誉为“吉兽”，

惊讶，盛赞张俨。韩卢宋鹊皆为古代良犬，史

在十二生肖和家养六畜中，犬都仅列鸡后。因

书其名。曹植 《鼙舞歌·孟冬篇》 中亦有“韩卢

此，犬和鸡常常相提并论，诸如“鸡犬相闻”、

宋鹊，呈才驰足”的赞语。这里，张俨以韩卢

“鸡鸣狗盗”、“鸡犬升天”、“鸡飞狗跳”等

宋鹊比喻朱据将军府中的猛犬。说它看家时极

一些成语，便是如此。偶而，犬也有列在鸡前

有威风，出猎时大有捕获，非同一般之犬。全

之时，如蒙书 《三字经》 中曾有“犬守夜，鸡

诗语言简炼，设比贴切，颇有想象力，就是成

司晨”之说。犬之成语典故虽然没有鸡多，但

年人亦难为之。

也不少，如“犬马之诚”、“白云苍狗”、“狐

到了唐代，咏犬诗逐渐多了起来，名篇佳

群狗党”、“犬吠非主”、“犬牙交错”、“声

作，俯拾即是。女诗人薛涛的 《犬离主》 写得

色犬马”、“狐朋狗友”、“蝇营狗苟”、“狼

生动活泼而又富于情趣，其诗云：“驯扰朱门

心狗肺”、“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等，大约

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着亲情客，

有4
0个左右，多为贬义。此外，咏犬词、赋以

不得红丝毯上眠。”这只宠犬，平时备受怜爱，

及俗语、故事也有不少，杜甫的 《天狗赋》 最

却无端咬伤了贵客，受到主人惩罚，作者是同

为有名。去年是鸡年，我写的生肖文章题为

情，还是责备，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给人以

《雄鸡一声天下白》，选了 2
2个成语，作了介

诸多思考。白居易的 《犬鸢》 诗，既是咏物，

绍和评述，篇幅较长。今年则改变一下方式，

又是写人，立足点是一种逍遥思想：“晚来天

选些名诗作些分析，略供参考。

气好，散步中门前。门前何所有？偶睹犬与鸢。

犬入诗章，最早见于 《诗经·小雅·巧言》

鸢饱凌风飞，犬暖向日眠。腹舒稳贴地，翅凝

篇：“跃跃狡兔，遇犬获之。”这两句诗的

高摩天。上无罗弋忧，下无羁所牵。见彼物适

大意是说：跃跃欲试的狡猾白兔，一旦遇

性，我亦心适然。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

犬便会被逮住。后来东汉时期的 《古诗十

此乃著于适，尚未能忘言。”从犬鸢的自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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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出物与人逍遥的可贵，今天读来不依旧是“尚未

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这是诗人

能忘言”吗?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的前四句，以白描写景见长。

宋朝的咏犬诗，与唐朝不相上下。一些著名诗

杜甫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

人，如刘筠，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孔平仲、秦

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这是诗人 《可

观、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也都有值得欣赏的

叹》 的前四句，以苍狗设比，感叹人间万事变化无

咏犬诗。其中，苏轼的 《咏犬》 尤其饶有情趣，堪

常，以抒情议论取胜。由于诗人们的创作思想不同，

称佳作：“乌喙本海獒，幸我为之主。食余已瓠肥，

审美情趣有异，因而咏犬诗的内容和角度也就多种

终不忧鼎俎。昼驯识宾客，夜悍为门户。知我当北

多样，不尽相同。有人咏农家犬，如陶渊明诗：

还，掉尾喜欲舞。跳踉趁童仆，吐舌湍汗雨。长桥

“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范成大诗：“鸡飞过

不肯蹑，竟渡清江浦。拍浮似鹅鸭，登岸剧狮虎。

篱犬出窦，知有行商来买茶”。有人咏猎户犬，如王

盗肉亦小疵，鞭苔当惯汝。再拜谢恩厚，天下遣言

维诗：“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梅尧臣诗：

语。何当寄家书，黄耳定乃祖。”这只狗似乎很通灵

“常随轻骑猎，不独守朱门”。有人咏名人犬，如秦

性，像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既顽皮，又乖巧，怎能

观诗：“裘敝黑貂霜正急，书传黄犬岁将穷”；陆游

不博得主人的欢心？

诗：“徒见父子牵黄犬，岁岁秋风下蔡门”。有人咏

元朝贡性之的 《题犬》，以观察细腻而见称，读

仙家犬，如吴伟业诗：“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

了简直令人拍案叫绝：“深宫饱食恣狰狞，卧毯眠

去落人间”；龚自珍诗：“仙家鸡犬近来肥，不向刘

毡惯不惊。却被卷帘人放出，宜男花下吠新晴。”这

安旧宅飞”。有人咏丧家犬，如元稹诗：“饥摇困尾

只宫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少见多怪，狂吠一

丧家犬，热暴枯鳞失水鱼”；唐顺之诗：“忧时讥丧

气，难道这仅仅是咏物吗？明朝瞿佑的 《金丝犬》，

狗，逃世托冥鸡”。有人咏店家犬，如卢纶诗：“风

则善于刻画形象，读了令人忍俊不禁：“摆尾摇头

吹夜声山犬吠，一家松开隔秋云”；卢延让诗：“狐

庆所遭，爱同狮子衔金毛。花前喜共狸奴戏，月下

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据有关资料记载，卢延让

难随狗党嗥。易卜已经称小畜，书篇底用诧灵獒。

屡试不第，后因有“饥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等

主翁要使防门户，免逐韩卢较猎劳。”这首七律熔描

咏猫狗的名句流传，得到当权者赏识，于是走上仕

写、议论，抒情、用典为一炉，真是把金丝犬给写

途，官也越做越大，所以他十分感慨地说：“平生

活了，有托物寄寓之意。清朝宋琬的 《舟中见猎犬

投谒于公卿，不意得力于猫狗。
”

有感》，则寓感慨于描述之中，别开生面：“秋水芦

今年是狗年，也是笔者的本历年，由于撰写咏

花一片明，难同鹰隼共功名。墙边饭饱垂头睡，也

犬诗文，不禁心血来潮，也赋 《狗年咏犬》 七律一

似英雄髀肉生。
”李勉的 《过废园》，则用烘托手法，

首，借以结束此文：

借犬吠而写荒凉，极见功力：“谁家亭院自成春，
窗有莓苔案有尘。偏是关心邻舍犬，隔墙犹吠折花

看门守夜本天然，陆子家书赖汝传。

人。
”以上四首咏犬皆为近体，堪称精品，或刻画形

护主何尝分贵贱，吠人从不论愚贤。

象，或渲染气氛，或书写感情，或发表议论，或借

曾随李相逐三岳，也傍淮王上九天。

物喻人，都能给人以启迪。

宠物神州今胜昔，送鸡迎犬庆新年。

至于那些散见于一般诗中的咏犬佳句，更是丰
富多彩，随处可得。如李白诗：“犬吠水声中，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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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我，孝方贤。
”希望通过劝诫子女善待

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南宋词人辛弃疾

父母，唤醒亲情进而消除矛盾。法官

《青玉案·元夕》 中的一段，自古至今被千

融

咏万诵，并被众多的文人墨客在无数的文

情
的理
判

学作品中引用，以此抒发情怀。近日，江
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却在一份涉离婚诉讼
的民事判决书中引用了这段话，在网络上
引发关注和热议。
我们知道，判决书是法律文书，是非
常严肃的，是极其规范的，有其独特的格
式。而泰兴市人民法院的这份涉离婚诉讼
的民事判决书，使用了大量个性化语言，

葛

并引用诗句，因此被称为“诗意判决书”。

瑞

在这份判决书正文中，对于案情的介绍和
当事人诉求，均按照司法文书的语言格式

源

于
决
书法
值理
得 之
肯 中
定

书写，而到了“法庭意见”部分，受理法

还在判决时指出，百善孝为先。该案
最终按照母亲的诉求判决，双方均未
提出上诉。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于 2
0
1
6
年1
2月，在审理一起邻里之间，因为
翻建房屋而引发的纠纷时，判决书中
便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重臣张英关于
“六尺巷”的典故：“千里传书只为墙，
让人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以此劝导当事双方
理性处理，进而消除争执，化解矛盾。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人民
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 和 《民
事诉讼文书样式》 中规定，民事裁判
文书 由标题、正文、落款三部 分组

庭却先是以辛弃疾的词句开篇，紧接着，用讲道理

成。在正文部分，其核心内容是“针对当事人的诉

的方式，规劝双方当事人珍惜感情，避免婚姻破裂，

讼请求，根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做到“论理透彻，

最后回归庭审现实，建议双方“用智慧和真爱去化

逻辑严密，精炼易懂，用语准确。”窃以为，虽然我

解矛盾，用理智和情感去解决问题”
，最终判决双方

们并不鼓励在规范的、严肃的法律文书中华而不实

“不准离婚”
。出具这份判决书的审判员王云解释称，

的堆砌词藻，但也不能对那些事半功倍的“诗意判

上述判决书的案由，当事双方均为受过高等教育的

决书”格杀勿论。案件的性质不同，判决书的语境

年轻人，感情由校园而起，最终组成家庭，自己也

也应当有所区别。某些判决书在陈述事实清楚，使

“有感而发”，希望他们重归于好。并表示，家事判

用法律准确，维护法律尊严的情况下，能够使用合

决不同于其他案件，双方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因此，

适的语境，甚至诗情画意一些也未尝不可。在判决

在面对这类判决时，可以“以情动人”
。据悉，这份

书中如此适当地增加人文关怀，提升法律温度，温

判决书已经生效，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当事人的婚

暖和融化当事人的心，促使处在矛盾的方面向着有

姻得以挽回。

利的、积极的、友善的方面转化，这样的判决书是

其实，如此充满诗意的判决书并非仅此独有。

值得肯定的。也就是说，在规范的、严肃的法律文

北京丰台法院于 2
0
1
0年 7月，在审理一起母子间因

书中，如果能够融情理于法理之中，使之相得益彰，

房屋交恶，从而产生纠纷的民事案件时，判决书便

这样岂不更好？

引用了 《弟子规》 的警句：“亲爱我，孝何难？亲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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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学会
1.1月 25日，按照 《关于认真开好 2016
年度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通知》
（哈组通 〔20
16
〕 15
2号文件） 要求，市法学会认

大事记
创业就业妇女送政策、送岗位、送项目，免费发放
普法宣传单 300
0余份，并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5.3月 29日上午，市法学会第 107次会长

真筹划，制定实施方案，做好各项会前准备工作，

例会在木兰县召开。木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召开了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的专

法学会会长肖春生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法

题民主生活会。市法学会党组书记孙柏仁、法学会

学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广大法学法律工作

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庄

者的职能作用等作了汇报；各区县市法学会交流工

树春主持。

作，并对下步工作作出部署。

2.2月 17日，春节刚过，市委常委、政法

6.4月 12日，四川省成都市和河南省林州

委书记任锐忱到市法学会慰问调研，同机关干部座

市法学会共 1
5人来我市考察交流。陆文君会长在

谈交流，转达市委和政法委对两级法学会干部、全

市法学会会议室会见并介绍了我市法学会工作，随

市法学法律工作者的新春祝福。在听取工作汇报后

后前往道里区兆麟社区、市儿童医院、香坊区行政

强调，当前要凝心聚力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和上

服务中心、非公企业等法律诊所进行考察座谈并参

级政法委、法学会的工作部署与要求，以新理念传

观了平房区 731遗址。

承市法学会奋进精神，以新作为推动持续创新发
展。

7.4月 19日，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就
“基层人民调解如何与法律诊所工作衔接”召开协

3.2月 24日上午， 市法学会第 106次会长

商座谈会，市法学会应邀参加并发言。

例会在通河县召开。传达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扩大

8.4月 23—30日，拍摄市法学会工作专题

会议和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市委政法工作会议精

片。为中国法学会拟于 6月初在我市召开全国省

神；区县 （市） 法学会交流工作；讨论 2
017年工

（区、市） 暨重点城市法学会工作座谈会做准备。

作要点；部署工作。

9.4月 27日上午，市法学会第 108次会长

4.3月 5日，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

例会在道里区召开。道里区委书记冯延平参加会议

女节 107周年，市妇联牵头市依法治市办、市综治

并讲话，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法学会会长刘峰

办、市司法局、市法学会等单位在中央大街开展

简要汇报近期工作，道里区 5所合作高校参会人员

“三八”妇女维权大型法制宣传活动。为全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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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发言交流，会长陆文君讲话并部署工作。

大

事

记

10.4月 27日下午，市妇女维权法学研究

听取省市领导和法学会关于“省 （区、市） 暨重点

会探索建立了法院、农大、妇联联手化解家事纠纷

城市法学会工作座谈会”有关筹备工作情况，传达

机制，并出台 《联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意

了王乐泉会长的指示，并认真研究落实接待、会场、

见》。联动审理家事案件，深入开展“送法进街道，

食宿、日程、路线、经验介绍、观摩点等工作。

和谐千万家”活动，促进妇女婚姻家庭权益问题的
解决。

16.6月 3日上午，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甘荣坤深入我市香坊区行政服务中心、非公经济法

11.5月 10日，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宋忠

治保障、南岗区宣信社区、道里区兆麟中心社区和

宪履新不到一周，带领有关人员到我市法学会调

驻市儿童医院五个法律诊所，检查并了解会议各项

研、听取汇报、座谈交流并深入道里区兆麟中心社

准备工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锐忱，市法学

区和市儿童医院法律诊所、南岗区宣信社区法律诊

会会长陆文君陪同。

所、香坊区驻市第五医院及行政服务中心法律诊所

17.6月 6日，省法学会召开全省法学会工

视察指导工作。对市区法学会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作调研座谈会，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出席会议，

对迎接下月初在我省召开“省 （区、市） 暨重点城

听取汇报并讲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主

市法学会工作座谈会”各项准备提出要求。

持会议。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宋忠宪全面汇报工

12.5月 11日上午，中央综治办在上海市

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锐忱介绍了市委加强

召开的多个省市综治领导参加的片区座谈会上，市

领导、为法学会创新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的做法。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锐忱以我市“法律诊所”建

市法学会会长陆文君、南岗区法学会会长于文、市

设为重点，通过“雪亮工程”视频联网，与驻市儿

妇联主席兰峰分别汇报法学会、法律诊所建设和法

童医院法律诊所现场连线，介绍法律诊所参与社会

学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效，双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

治理的工作情况，还互动采访了驻市儿童医院法律

记徐鑫和哈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兼兆麟中心社

诊所所长王胜全和市儿童医院纪检书记张嫣。市委

区法律诊所副所长陈斌参会并作书面交流。佳木

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市法学会副会长锡

斯、大庆、齐齐哈尔政法委书记兼法学会会长、省

东升参加会议。

刑法学研究会会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

13.5月 12日，中国法学会会员部副主任

会长等先后发言。

肖玉斌在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宋忠宪陪同下，检查

18.6月 7-8日，中国法学会主办、省法学

指导我市“省 （区、市） 暨重点城市法学会工作座

会承办、市法学会协办的省 （区、市） 暨重点城市

谈会”筹备工作。分别到香坊、南岗、道里三区 4

法学会工作座谈会在我市华旗饭店会议中心召开，

个法律诊所观摩点，踏查路线，现场听讲解、看展

陆文君会长作经验介绍，市法学会全体干部参加会

板，面对面指导工作。

议。下午，王乐泉会长带领中国法学会领导及各地

14.5月 23日，市法学会第 109次会长例
会在南岗区召开。参会人员实地观摩南岗、香坊、
道里区的 4个法律诊所，并观看市法学会工作专题
片，陆文君会长部署工作。

15.5月 24日，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王其江带领会员部副巡视员王益民等到我市，

代表实地观摩考察了我市的 4个法律诊所工作。7
日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兆力，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任锐忱，市委常委、秘书长王文力和市法
学会会长陆文君会见了中国法学会领导。王乐泉会
长对我市法学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6月 8日，
大会播放了我市法学会工作专题片。

19.6月 13-14日，中国法学会首次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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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会方式推广我市法学会工作模式并现场观摩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暨开展作风整顿推进

法律诊所。会后，市法学会以上率下开展“面对成

从严管理市法院现场会上的讲话精神。全体党员围

绩找差距，二次创业开新局”大讨论活动。市法学

绕主题，推进从严管理，联系实际进行了座谈讨

会机关干部利用两天时间，认真学习领会中国法学

论。

会领导讲话精神和关于深化改革、提升地方法学会

23.7月 7日 ， 省 、 市 仲 裁 法 学 研 究 会

工作水平的部署，以及兄弟省、市先进经验，带头

20
17年年会暨研讨会在黑河市举行，省法学会专

开展面对成绩找差距大讨论。查摆出六个方面短板

职副会长宋忠宪、市法学会会长陆文君出席并讲

与不足，并决定以归零的心态、以身示范落实深化

话。在参会期间，还同黑河市法学会签订了两地法

改革的要求，旨在凝聚共识推动基层法学会加快建

学会合作协议。

立党组，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实施二次创
业，全面提升履职水平。

24.7月 24日至 26日，市法学会会长陆文
君应邀带领南岗区法学会会长于文、道里区法学会

20.6月 26日上午，市法学会第 110次会长

常务副会长杨金清等一行四人，参加在郑州市召开

例会在香坊区召开。观看了香坊区法学会工作专题

的“河南省法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 （扩大） 会

片后，传达中国法学会领导在哈两次会议上的讲话

议”。陆文君会长在大会介绍经验，受到河南省人

精神、 《中国法学会改革方案》 和市委 《关于推进

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法学会会长刘满仓等各级法学会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方案》

领导的热情欢迎，双方坦诚交流、互动中均表示愿

的通知、 《全市作风整顿实施方案》 的通知、市委
政法委 《关于全市政法系统政治督查和纪律作风巡
察活动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宣读了市委政法委
《关于对市法学会等 26个单位表彰的通报》 （哈政
法发 〔2
0
1
7
〕 7号） 和 《关于区县 （市） 法学会建
立党组的通知》 （哈政法发 〔2017
〕 8号），陆文
君会长讲话，要求与会人员围绕“面对成绩找差
距”主题，联系实际开展大讨论，各抒己见，研究
提出“二次创业”的思路、目标和措施。市法学会
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庄树春主持会议。

21.6月 27-28日，会长陆文君应邀参加
河北省法学会干部培训并作经验交流，受到热烈欢
迎，广泛赞誉。

22.7月 6日下午，市法学会党支部组织召
开专题组织生活会。按照机关党委 《关于市委政法
委开展作风整顿的实施方案》 的部署，全体党员专
题学习传达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兆力在全市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开展作风
整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学习传达了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任锐忱在全市政法系统推进“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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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合作，共兴法学会发展大业。

25.7月 26日，全省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
在大庆市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作了
题为 《确保司法体制改革在我省落地见效，在更高
层次上提升司法质效和公信力》 的讲话。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任锐忱在会上发言，我市法学会作
典型经验介绍，并播放了工作专题片。

26. 7月 31日，市法学会第 111次会长例
会在松北区召开。传达学习“全省司法体制改革推
进会议”精神。通报赴豫考察交流情况;
各地区汇
报交流“面对成绩找差距，二次创业开新局”大讨
论情况；陆文君会长部署工作。

27.8月 15-17日，中国法学会会员部在
长春市召开副省级城市法学会党组建设座谈会。8
月 16
、17日，第二十九届全国副省级城市法治论
坛在长春市举行。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庄
树春参加会议。我市法学会报送的 《裂变法律诊所
初探》 获二等奖。

28.8月 15日，河南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

大

事

记

兼秘书长黄建中带领省法学会、郑州、开封、洛

家公园建设的公众参与机制和法律保障研究》 参选

阳、新乡、信阳、商丘、周口和邓州 8市法学会同

论文获评一等奖。

仁到我市考察交流，实地考察了松北区君安社区法

34.9月 7日，市法治宣传教育法学研究会

律诊所和驻市儿童医院法律诊所。省法学会专职副

召开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专

会长宋忠宪、市法学会会长陆文君同兄弟省市的同

题研讨年会。市法学会会长陆文君出席并讲话。研

仁座谈交流。我市法学会同郑州法学会签署交流合

究会会长、市司法局副巡视员张艳红主持会议，高

作协议。

校法学理论界、市区县 （市） 相关部门 60余人参

29.8月 28日，中国警察协会副主席、广

加会议。

东省法学会会长梁伟发率 6名厅级干部一行 11人

35.9月 20日，市依法治市办、市法学会

在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宋忠宪陪同下，专程到我市

在市委 101会议室联合举办 2017年度“双百”报

学习考察法学会及法律诊所建设。市委常委、政法

告会。省报告团成员、省法制办副主任、省法学会

委书记任锐忱在市委常委会议室代表市委热情欢迎

副会长张波，作“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来访并发表讲话，坦诚交流了市委多年来加强领

专题讲座。

导、引领法学会创新发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表
示要向广东省学习，互通信息，互补优势，在更宽
领域协同发展。市法学会会长陆文君，专职副会长
兼秘书长庄树春，道里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峰
等座谈了相关情况。

30.8月 29日 ， 市 社 科 联 在 友 谊 宫 召 开
“哈市社科界贯彻落实‘7.
26’重要讲话精神工作
会议”。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庄树春参加
会议并发言。

31.8月 31日，市法学会第 112次会长例

36.9月 21日，市政协领导到市法学会调
研。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市主委刘柏辉带领市政
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宣峰、副主任关凌凯、刘
海燕和 12名政协委员利用一天时间，先后深入南
岗区宣信社区法律诊所、市非公经济法律诊所、道
里区驻市儿童医院法律诊所、松北区政府行政中心
法律诊所和呼兰区滨才社区法律诊所等 4个区的 4
类 5家法律诊所调研。

37.9月 26日，市涉法涉诉信访法学研究
会召开 2
017年会暨研讨会。会长、市处非办主任、

会在道外区召开。传达市委十四届二次全会精神，

涉法涉诉督察中心副主任郑晓辉主持会议，法学理

陆文君会长讲话。会上，道外区法学会与哈尔滨大

论界、实务界、律师代表，市、区(
县)
政法部门负

学签署合作协议，哈尔滨工程大学交流地校合作体

责人等 40余人参会研讨。市法学会会长陆文君、

会，各区县 （市） 汇报工作，并对市法学会作风建

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庄树春、市法学会副会长兼

设进行评议。

《哈尔滨法学》 主编成善忠、学术部主任王嘉华、

32.9月 4日，中国法学会在郑州举办培训

哈师大法学院领导专家、市信访办领导等出席。

班。旨在用中央精神统一思想、提升综合素质和业

38.9月 27日，市法学会第 113次会长例

务水平，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出席并讲话。全国

会在呼兰区召开。陆文君会长强调要认真贯彻市委

法学会 30
0多名干部参加，我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

和政法委的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二次创

长庄树春、办公室主任杨帆参加培训。

业”实现良好开局。各地区交流了推进落实“二次

33.9月 7日，市法学会参加青海省委政法
委、依法治省办、省法学会在西宁联合举办第二届

创业开新局”工作情况。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
书长庄树春主持。

“三江源法治论坛”
。我会贺俊辉撰写的 《三江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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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月

9-19日 ， 市 法 学 会 副 会 长 、

《哈尔滨法学》 主编成善忠带领学会机关、部分市

巡视员王益民作辅导报告，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宋
忠宪主持并讲话。

直属研究会及区县法学会工作人员一行 7人赴山

46.11月 23日，市法学会第 115次会长例

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等地考察学习各地法

会在五常市召开。五常市法学会与黑龙江大地律师

学会先进的工作经验，互通有无，加强交流，建立

事务所合作签约；传达了全省法学会干部培训会精

有好往来机制。

神；各地汇报交流。会后，实地参观了五常市信访

40. 10月 18日，市法学会全体干部参加
了政法委机关组织的集中收看十九大报告活动。市

中心法律诊所。

47.11月 30日，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法

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法学会党组书记孙柏仁对

学研究会召开 2
017年会。围绕“预防校园欺凌，

副处以上干部进行了专题辅导。

护航美好青春”主题，就预防校园欺凌与暴力进行

41.10月 25日，市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召

研讨交流。研究会会长、团市委副书记佟晓宇主

开2
0
1
7年研讨年会。市法学会会长陆文君出席并

持，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庄树春、学术交

讲话，市法学会副会长、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

流部主任王嘉华，研究会秘书长、团市委权益部主

长、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李景义教授主持会

任武晓东及部分研究会理事、相关成员单位、部分

议。

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律师等

42.10月 26日，市法学会第 114次会长例

参会。

会在平房区召开。参观日军“7
31”罪证陈列新馆

48.12月 1日，市职工权益保障法学研究

后，市法学会会长陆文君主持平房区法学会与哈尔

会召开 2
017年会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讨会。市

滨学院合作签约仪式，共同见证，结成优势互补、

总工会副主席、市职工权益保障法学研究会常务副

协同创新、合作双赢新对子，为全市法学会地校合

会长陈光莹主持研讨交流，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作又聚人才力量。庄树春组织学习了十九大会议精

市职工权益保障法学研究会会长邓宏图，市法学会

神；各地区交流了学习十九大精神的体会。

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庄树春，市总工会副巡视员、

43.6-10月，我市 9区 9县 （市） 全部成
立了信访中心法律诊所，第七类法律诊所实现全覆
盖。

44.11月 8日，在全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深化“平安哈尔滨”建设工作会议上，市法学会
被评为“201
3-2016年度全市综治暨平安建设先进
集体”。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兆力在讲话中对
“法律诊所”独特作用予以肯定，要求将其作为矛
盾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予以加强。

45.11月 20日，在全省法学会干部培训会
上，市法学会会长陆文君作典型发言，交流我市工
作经验，播放了我市法学会、道里区法学会、市儿
童医院法律诊所工作专题片。中国法学会会员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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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秘书长于兰香，市职工权益保障法学研究会
部分理事，论文作者以及基层工会干部代表和有关
社会人士参会。

49.12月 21日，市法学会第 116次会长例
会在阿城区召开。阿城区法学会汇报工作；合作高
校交流发言；各区县 （市） 汇报工作并提出 2
01
8
年工作思路；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庄树春
总结部署工作。

50.12月 25日 -30日，市法学会专职副
会长兼秘书长庄树春随省法学会一行到广东省参加
广东、黑龙江两省法学会对口合作协议签订仪式暨
法学会工作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