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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法学教育实习基地的改革与完善
陈

伟

（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要： 法学教育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其现状并不能满足当前法治实践的基本需求，折射
出有的教育模式有偏离实践教育基本方向的重大迷失。基于客观存在的现实弊端，依托政法院校的天
摘

然优势，建立法学实习基地已然成为弥补这一缺失的共同认识。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法学教育实习基地
的建设已经蔚为壮观，但是在数量趋增的背后却较难看到高质量实践教育的成效。因此，对现有法学教
育实习基地进行充分利用与资源挖掘，在实习基地与政法院校之间设置更为灵活有效的沟通衔接机制，
根据法学学科的不同特点来打造专业化法学实习基地，通过规范化重塑来唤醒实习基地的应有机能则
是未来完善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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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机关与政法院校之间进行协调运作的现实情况来看 ，积极寻求法学院校与司法实务部门合
作的平台已经初步建立，不仅绝大部分司法机关都有出自本地法学院校的学生 ，而且法学院校的法学实
习基地也在多个司法机关纷纷挂牌成立 。在此前提下，如何有效利用来自司法实务部门的优良资源 ，为
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拓展广度与深度 ，就理当成为我们法学实践教育应该考虑的重要事项 。 从本质上
来说，法学教育的核心目标仍然是为司法实践服务的 ，是以此为实践运用输送人才的根本途径 ，因此，中
国法学教育的理想图景应当立基于实践反思和重新建构 ，从司法实践反映出的问题出发来回应现有的
教育手段，探究一条符合法治现代化的法学教育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基于此，笔者以重庆
市法学教育实习基地的现状为出发点 ，对规范化法学教育实习基地的建立与完善作一初步探讨 ，以期有
益于我国当下的法律实践教育与法治实践人才的培养 。
一、法学教育的现状不能满足法学实践的基本需求
( 一) 课堂内教育无法为法学实践的能力培养提供充足资源
高等教育作为培养国家实践人才的需要 ，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尤其是法科
学生的教育与培养更是关乎“法治中国 ”未来走向的命脉。 自从全国高等院校在法学院系进行扩充招
生规模以来，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法学教育的质量就一直令人堪忧。 有学者指出，“法学教育与
法律职业之间 始 终 不 能 实 现 有 机 地 衔 接 和 融 合 ，而 且 它 们 之 间 的 距 离 似 乎 越 来 越 远，沟 壑 越 来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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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 。在相当程度上，法学教育一直延续的是形式上的法条通识性的知识讲授 ，法律实践的严重欠缺
成了课堂内教育不能弥补的鸿沟 。从重庆市法学教育的整体情况来看 ，课堂内的法律教育都是倾向于

教材知识的传授，很难深入到法学实践操作层面，也无法真正为学生带来鲜活的教学素材，这已经成为
当前众多法科专业中法制教育的一个通病 。比如，就笔者所在的刑法学科来说，现在的年轻教师都是科
班出身，虽然有较高的学位与理论涵养，但是几乎都缺少实务背景与实践经验，要真正融理论与实践于
一体，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
由于大学学科主干课程的设置导致教师在教学方面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教材知识的讲解和输送 ，学
生的任务也就演变成为了书本知识的死记硬背 ，乃至最后变成了应付考试了事的单纯应试性教育模式 。
尽管我们都清楚，“学习法律……绝不可地当作一种技术去学，背背条文，硁硁于其文义，而要尽量多学
［2］
‘法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
然而，受课堂空间与教学大纲的限制，加之个人能力所限，
任课老师即使想对此有所改变，也往往力所不逮。尽管个别部门法能够实施案例性教学，但是，这些案
例并不是来自实践中的第一手资料 ，无论是老师的分析还是学生的知识接受 ，都必然在信息传输过程中
达不到目标要求。而且，受课堂教学学时数量的限制，案例教学也无法贯彻到所有的课堂之中。 何况，
［3］
“现在大多数教师在运用案例时，并不能保证案件的真实性，导致案例教学法不到之处程度的变异 。”
由此，尽管学生和老师已对当前教学模式的不足有所认识 ，但是，受传统课堂教学惯性与守旧观念的影
响，旧的教学模式依然延续至今。
( 二) 课堂外的个别实践导致实践教育的系统性欠缺
从整个重庆市的法学教育情况来看 ，法科学生的课外法学实践大都源于校园内的学生组织举行的
各项活动，比如普法知识宣传教育、模拟法庭的经典案例分析、法律诊所的案件办理等。从形式上来看，
这似乎满足了大学生对法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需要 ，但是，由于这些非系统性的零散安排，使得接受
实践锻炼的受众群体并不能涵盖到大多数人或者整体 。因为这些活动的开展都是随机进行的，没有纳
入到常规时间安排中去，并且学生参与的人数有限，绝大多数学生仍然都只是旁观者的身份。 而且，有
些法律实践活动都是学生事先刻意编排的结果 ，比如模拟法庭，其表演性的成分较浓，而与真正的知识
传授与法学操作技术的掌握则关系并不大 。另外，由于课外实践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实践的次数和时
间都非常有限，无法形成有效提高实务技能的培育机制 ，寄望通过一次性或者短暂性的参与就提升自己
的实践能力，仍然具有较多的非现实性。基于学生的愿望与现实之间往往差异较大 ，导致学生在投入的
精力和热情度上往往较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课堂外的法学实践退化成了学生业余生活的一种调剂 ，
有把这些专业实习“娱乐化”或者“休闲化”的倾向，这样一来，不仅大大降低了法学实践教育的效果 ，也
自然不能真正达到通过法学教育培养法治人才的目标 。
( 三) 现有教育模式有偏离实践教育的方向迷失
就法学学生来说，现有的知识获得仍然主要来自与任课老师的交流 。但是，由于高等学校的开放性
使然，加之学分制的选课制度，老师与学生之间往往只有一学期的面缘 ，而且课堂外的交流更是微乎其
微。从普遍情形来看，师生之间的交流大多局限于课堂上短暂的问题回答或者课间休息时学生的个别
提问，而在此之后的交流和互动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都是严重匮乏的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任课老师
一般上完课便要开始做自己的科研项目或者离校返回住宅 ，学生向其请教问题并不方便； 另一方面也是
因为学生的课时安排紧张，或者机会较少而无暇顾及与授课老师的后续交流 ，加之有些学生比较内向并
且习惯于中学时代的灌输式或被动式教育 ，师生之间的距离也随之阻碍了彼此之间的正常交流 。
由于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单向运作机制和教学体制的局限 ，教师们的实践活动往往局限于教师之
间，这也是由于教师之间学科知识的相近性和实践经验的类同性使然 ，因此，部分高校法学院系中教师
之间的教研活动相对比较频繁，但是与学生的交流却显得比较稀疏 ，这就最终导致学生与老师之间在实
践方面的互动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此一来，法学实践教育在此情形下就根本不太可能 ，因为法科学生在
校期间的知识接受仍然主要依赖于法学任课教师指引 ，而教师又根本无法为学生创造这样的条件。 比
如，就笔者所在的刑法学科来说，一学期下来，能够与任课老师进行沟通与对话者寥寥无几 ，在课堂中较
多学生都是忙着记笔记，下课后忙着梳理和记忆，在此情形下，依靠单纯的课堂知识传授来引导学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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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育的提高，无疑就有自欺欺人之嫌。
( 四) 法律诊所的课外参与难以担任实践教育的重任
受法学实践教育和福特基金会的推动 ，我国著名的法学院校基本上都设置了法律诊所。 中国法学
会高度重视诊所法律教育，于 2002 年 7 月 28 日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
教育专业委员会”。截至 2012 年 10 月底，已有 149 所法律院校成为会员单位，其中有 83 所会员院校正
式设置了诊所课程，共计开设了不同主题的专门性法律诊所 130 个，实践的内容已经涉及民事、刑事、行
政、立法、调解、社区服务、社区矫正、婚姻家庭、环境与资源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妇女权益保护、未成年
［4］
人权益保护、残疾人权益保护、劳动者维权、农民权益保护、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等领域 。 法律诊所的
实践模式不仅仅局限于校内理论知识的交流 ，更侧重于实务的司法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学生通过办
理真实案件，可参与案件的全部过程和细节的处理 ，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能培养学生的判断力、
［5］

职业责任心，并可深刻理解法律和律师的社会角色。” 就此来说，法律诊所在弥补法科学生的实践知
识方面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然而，从实际情形来看，法律诊所的利弊同样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一方面，法律诊所在校内开展
法律实务方面的交流大大提高了学生们对案件的动手操作能力 ，对那些有志于律师行业的法科学生来
说，可以较早进行实践锻炼。在法律诊所中，学生可以着手代理一些真实案例，以律师的身份出席法庭
参与案件审理，实现理论与实务的较好结合。法律诊所的优点在于“认识到个人和职业的优缺点，发现
［6］
个人知识技能的局限，培养会改善职业表现的策略。” 但是，就学校层面的配套机制来看，法律诊所缺
［7］
少专职教师、课程设置未纳入教学大纲、学生考评机制缺失等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不足： 首先，

受法律诊所公益诉讼这一特定身份的限制 ，他们只能从事一些公益性代理人的工作，无法体验侦查、公
诉、审判人员的角色，因而其实践能力的培养往往是单一性的 。其次，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其代理
公诉类刑事案件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欠缺专业刑事辩护人所拥有的全部刑事诉讼权利 ，无法在深入了
解刑事案件前提下开展有效的辩护工作 。再次，法律诊所的案源相对有限，往往都是学生利用课外时间
通过社区法制宣讲等获得的，较多属于民事纠纷，相关案件也较零散，往往都并不太过复杂，接触的大案
要案较少，对学生的考验与能力要求并不突出 。最后，学生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办案经验欠缺，与自己所
学的课程知识往往并不同步，如何合理分析、梳理并化解复杂案件中的矛盾，法律诊所提供的资源与机
会仍然不够。基于上述原因，虽然法律诊所能够部分地为学生的法治实践提供现实渠道 ，但是其仍然难
以担任实践教育和实践人才培养的重负 。
二、规范化法学教育实习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 一) 有效沟通法学理论与实践技能的重要现实桥梁
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是获得法学理论素养与知识储备的基本前提 ； 而法律实践能力的提升则是达
至法治国家建设的现实根基。“法律实践的教育应该从学生一入校便开始并且一起持续到他们从学生
到律师角色转换完成之后。法律学校应提供更全面的法律实践方面的教学 ，并且更注重发展学生们解
［8］

决问题的能力。” 现代教育模式与当今市场的需求唯有有效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 因此，
单一的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只是法学家们的理论建构 ，唯有把理论运用于实践，把知识体现在处理实际
问题的实践中才能产生最本真的社会实用价值 。我国作为成文法系的国家，在理论分析和知识运用层
面仍然侧重于理性建构与逻辑思辨 ，相比较英美法系国家而言，判例法传统和经验主义哲学观导致其更
为注重实践上的经验总结，比如“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姆斯甚至发出了法律的生命在于
经验而不在于逻辑的感叹，弗兰克认为法律来自社会和生活，主张法在事中，法就是事之理，贬低逻辑推
［9］
理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强调经验的决定意义。” 由此观之，法学知识的学习必须实现与实践的有机
结合，通过实践的有效转化来彰显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及其价值 。从现有法学实践部门反馈的信息来看 ，

往往对法学教育都颇有微词，而且毕业的法科学生也常常感叹，怎么大学老师传授的知识在实践中往往
用不到或者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 对此，面对我国法学院校在实践教育上的缺陷以及局限性 ，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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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必须建立规范化和专业性的实践基地 ，这样才能为法科学生提供法学实践锻炼的系统化实习平
台，才会使法科学生真正有深入其中的“用武之地”进行实践性锻炼，把法治理论付诸于实践操作，而不
是一味强求法治国家的高谈阔论 ，做一些纸上谈兵的虚无之举。
( 二) 宏观法治的建设需要通过从实践操作层面予以完善与护守
“法律的作用是由社会中的人赋予的 ，因而其生命也是人带来的 。 如果我们仅仅把法律的生命
置于政府及其官员手中 ，换言之 ，只有政府及其官员才能启动法律的运作 ，法律制度的运作就永远只
［10］
是从上而下的单向性运作 ，无法达到法治的境界 。” 一言以蔽之 ，法律的双向运行是由法治的特性
决定的 。 实际上 ，从现有的法学教育模式来看 ，单向的教师灌输式教育使教师与学生各受其累 ，而且

效果也并不理想 。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 ，就要通过实践教育来弥补此缺憾 。 因此 ，作为法科院校的大
学生 ，我们必须充分参与到法律实践的活动之中 ，让书本上的法变成活生生的法 ，通过法律的实践运
用从而体现法治魅力 ，使其充分发挥保障人权 、维护社会秩序 、彰显公平正义的功效 。 法治国家的建
设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不是单一的个体所能造就的 ，而是需要广大“法律人 ”切实运用自己的法律知
识武装自己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个人 、社会和国家的合法权益 。 规范化法学教育实习基地的建
设就是要通过规范化的运作 ，使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进行规范化的对接 ，使大学生已有的理论知识
能够学以致用 、用有所成 。 通过规范化法学实习基地规范性 、长期性和专业性的工作开展 ，使得学生
能够接受系统化的知识运用和再创造 ，不至拿掉书本之后眼高手低甚至无从下手 。 我们相信 ，法治
蓝图并不是远不可及的梦想 ，通过规范化实践教育的介入与不断提高 ，我们就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找
到更好的路径 ，助推“法治中国 ”的早日实现 。
( 三) 法学实践教育基地有助于法科毕业生的顺利就业
根据近些年来对于就业率的调查统计 ，法科学生的就业率已经连年走低。“法律职业者要运用法
律知识、法律方法、法律技能应对解决的问题涉及诸多领域 ，而现实中法科毕业生对法律之外的专业领
［11］
域知之甚少，难以胜任解决现实纠纷争端的重要角色 。” 究其根源，是法学院校的扩招导致大学法科
学生泛滥，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自然也是良莠不齐 。而且由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心态 ，再加上实践动手
能力的低下，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无法达成双方所要求的最佳结合点 ，因此，最后众多法科毕业生无法
找到理想的工作岗位，便成为了理所当然之事。从短期来看，法学教育实习基地的建设是对大学生理论
知识和实践能力的锻炼及检验，从长远来说，则将为法科学生的就业提供信息和平台。 原因在于，一方
面，通过实习，法科学生可以了解当下法律实务部门的日常工作与岗位性质 ，对自己能否适用该工作及
早作出判断，将自己欠缺的实践能力进行预先弥补 。另一方面，在规范化实习基地表现优异的大学生也
将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实务部门也希望他们能够留在自己的工作队伍之中 ，而且，由于学生前期曾在
规范化实习基地工作过，因而其在面试或者政审环节也将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正当化优待 。
对有过法学实践经历的学生来说 ，其无疑更好地满足了单位的工作经验要求 ，极大地减少了单位为
物色人才而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减轻了毕业季的就业压力。就笔者曾经挂职的检察院来说，他们
也往往通过实习生来考察人才，判断其是否能够“够格 ”或者“为我所用 ”，众多有实习经历并表现优异
的法科毕业生最终都较为顺利地进入到了检察系统 。因此，规范化法学教育实习基地为大学生提供了
课外实践机会和顺利就业的良好平台 ，甚至对大学生今后的人生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从未来的职业
规划角度而言，学生可以从规范化实习基地中真正体会到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工作运行机制 ，用自己的能
力和工作的契合度形成对自己的 SWOT 分析，即优势 （ Strength） 、劣势 （ Weakness） 、机会 （ Opportunity） 、
挑战（ Threat） 的综合评价，以便在认清自己的基础上扬长补短，更早地确定未来的发展目标，较早完善
好自己的人生规划，顺利寻找到契合个人愿望与综合素养的岗位 ，更好履行自己的法治职责。
三、当前法学教育实习基地存在的相关问题
( 一) 法学实习基地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潜能
随着法律实践的要求以及教学延伸的需要 ，许多设有法学学科的院校都是在当地的法院 、检察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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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律师事务所等建立了实习基地 ，就笔者所在的重庆市来看，基本上此种情形属于一种常态。然而在建
设之初，学校方面和实习单位方面都对其高度重视 ，挂牌仪式也办得异常隆重。 但是，挂牌之后的有效
运用却并没有有声有色地进行下去 ，可以说，尽管其在形式上满足了法学院校和司法实务部门双向联系
的需要，然而在实质上却并没有深入展开 ，许多合作项目都徒具形式意义而无法在实质上达到法律实践
的要求，各项后续措施也没有实质性的跟进 。
尽管学生的实习往往能够通过法学实习基地被顺利接收 ，但是 ，实习生所做的工作往往都是外
围性的 ，只能做一些基础性的日常事务 ，而无法有效参与和全程介入案件 （ 当然这也是因为知识的局
限性和工作的特点等因素所综合决定的 ） 。 虽然学生实习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司法部门工作压力
大的现状 ，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在于 ，学生只能了解实务工作的局部 ，而无法全景式地获悉和获得对
司法实务工作的细微感知 。 所以 ，实习单位可能对学生的工作比较满意 ，但是学生却实实在在地对
乏味的重复实习工作感到厌烦 。 因此 ，形式上虽然签订了实习单位协议并进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 ，
最终结果仍然是因为实习基地的非规范化和实践方式的不健全影响了整个计划的有序开展 。 基于
此 ，在现有情形下 ，如何在法学实习基础已经建立的前提下有效开展各项工作 ，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亟
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
( 二) 法学实习难以担当法学实践技能提升的应有使命
从重庆市法科学生的实习安排来看 ，学校把实习时间普遍安排于大三暑假和大四的上学期。 而恰
好这个时间是学生考研和司考等决定考生命运的关键期 ，由于此时间上的冲突导致学生无法全身心地
投入其中，在实习之时甚至有些学生为了完成单位交给的任务采取了敷衍了事的方式 。这样一来，一方
面必然要损害学校的声誉，另一方面也给司法部门的实践工作带来了阻滞 。虽然在该时段安排实习，学
生的专业知识也都达到了一定程度 ，对于基础的专业性知识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微观和宏观的把握 ，然
而，由于考研、司法考试等事关重大，实习就必然要退居其后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为了改变此种现状，部分高校把实习时间调整到大二暑假期间 ，尽管此时学生时间上能够避开考研
与司考，但是专业知识的不健全仍然无形中会影响实习深入开展 。 另外，从学生自身的感受来看，实习
只是为了拿到实习学分，一般来说，只要最终实习单位认可并在实习鉴定表上签字盖章 ，学分的获得并
不是一件难事。而且，司法实务部门对实习生也往往比较宽松 ，对学生临近毕业的各种难处也能够理
解，只要实习学生在实习期间不出什么大事 ，对学生实习成绩的评价就不会刻意刁难。 长此以往，大家
都已经心知肚明，实习工作就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 ，通过实习来提升法学学生实践技能的目标往往
就在现实面前被打了折扣。
( 三) 法学实习指导教师在法学实习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展现
在法科学生实习中，法学院系为每个小组都配置了带队实习指导老师 ，其初衷是为了帮助学生在整
个实习过程中更好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然而，在实际的实习过程中，指导老师往往只是与实习基地进
行沟通的联络员，通过指导教师做好与实习基地的对接 ，把事先安排好的实习生派往实习基地 。对实习
学生来说，实习指导教师却往往充当的是学生生活辅导员的角色 ，其大部分精力都是在关注学生的安全
问题和食宿问题。即在形式上要求学生完成固定的实习时间 ，注重纪律宣讲与安全事项的提醒，而对于
学生实习的具体状况却鲜有问津 。由于指导老师不可能全程陪同式地跟随指导和耐心观察 ，难以做到
双方的时常交流，因而实习指导老师的作用相对有限 。
实际上，学院评价指导教师的优劣也是依据学生的安全状况以及最后的实习总结来予以认定的 ，这
便使得指导老师成为学生实习的生活辅导员 ，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学生生活方面的安全事宜 ，演变为校
外的安全保障员。在实习报告以及实习日志的实践成绩认定上 ，许多指导教师也无法真正对学生实习
成绩予以准确地认定，一方面，因为实习单位的实习工作人员只是负责形式上的签名和盖章 ，评分以及
实习成绩往往囿于他们的工作繁忙 ，把评价权和打分权交给了学生自己或者实习小组长 ； 另一方面，由
于指导老师与实习小组组长的交流较多 ，因而其优秀评比自然会落到小组组长这些学生干部头上 ，这样
一来，在实践中表现好的实习生有时反而不能被评为优秀 。很显然，这一不公平的评价机制仍然是指导
老师在实习工作中未尽其职所导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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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法学高校与法学实践基地之间的有效沟通严重匮乏
根据当前重庆市高校的实习模式来看 ，学生的实习是一种由学生到实习单位的单向运转模式 ，学生
只有在实习之时才会与单位形成交集 ，而一旦完成固定的实习任务，学生与实习单位的联系纽带便也瞬
间松散，甚至永久断裂。从笔者所在的刑法学科来看，这样的情形不乏其例。 在这种情况下，实习与其
说是大学的一种社会实践课，还不如说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需要而已 。而学校与实习单位的联系有时也
仅仅限于在组织学生实习之时的联系 ，以及在教学上邀请相关老师开展实务讲座 。由此可以看出，实际
上实习单位和学校的交流就形成了一种朝着单一方向发展的运行机制 ，实习单位到学校开展实务工作
的机会显得较少。尽管有了法学实习基地，其功能仍然单一封闭，没有把法学实习基地作为高校与司法
实务部门良好往来的现实平台。已如前述，理论上的知识培养与教育如果离开了实践的源头活水 ，必将
导致学生在现实工作中四处碰壁 ，书本知识的无用论便也开始在校园盛行 。所以，学校与实习单位之间
的交流是提升理论和完善实践的必要路径 ，在当前构建法治中国的宏伟图景中，我们需要创新性的理
论，但是这些理论一定是能够服务于实践部门的 ，如果仅仅只是单纯的法学家的幻想，那么有无该理论
的实际情形则并无二样。
( 五) 法学实习基地的信息反馈机制存在严重的导向偏离
在法学实习基地的信息反馈机制方面 ，现有的主要途径是学生对于实习中的工作汇报 。但是，从实
际情形来看，实习的鉴定内容多数都是学生自己填写并完成的 ，实习单位的指导老师一般都不会提出否
定性意见。至于学生最终通过实习获得了什么知识 、实习圆满不圆满、实习的真实感受如何，法学高校
与实习单位的沟通都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从学生的最终实习成绩来看，几乎千篇一律都是优秀，从笔
者所在的刑法学科来看，学生交上来的检察院的实习成绩均是高分 ，而且还有不少都是满分，但是，正是
如此，我们必然对该成绩的真实性存有怀疑 。
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实习生是一种免费的劳动力资源 ，因此用人单位的实务人员作为从法学院校
走出来的过来人，一般都不会对他们过于苛求，其对学生的要求也不会非常严格。 正是基于此，这种表
面上的完美往往会隐藏问题的实质所在 ，导致法学院校与实习单位都认为现有的实习工作是很不错的 ，
就此反而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掩藏其后了 。从笔者所在的刑法学科实习来看，实习结束后带队教师与法
学院系并没有与实习单位进行更直接的沟通 ，对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改进也没有完善策略。 很显
然，这样的现状并不利于实习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日复一日的实习中仍然保留了一种原地维持的守旧模
式。
四、建立规范化法学教育实习基地及其完善对策
( 一) 依赖现有实习基地加强实务部门和法学院校的双向交流
基于前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没有良好的沟通交流机制，我们法学实践教育就很难从根本上得以提
高。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就要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在此方面予以更好地完善。 笔者建议，我们应
当依赖现有的法学实习基地，举办经常性和双向性的交流活动，比如实习单位到高校开展实务课、举办
实务讲座，高校教师和学生不定期地参与一些现实案件的探讨 、对现有社会上的热点案件进行互动交流
等，把理论中的声音与实务部门的疑惑较好地协调起来 。现有的法学实习基地只是徒具形式 ，而没有把
该平台真正利用起来，我们应当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一座交流的桥梁 ，实现法学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
的有效对接。
笔者以为，只要真正建立了双向互动性机制，则其效益将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法科教师定期或者
不定期地到法检系统对某些前沿性理论予以介绍 ，实务部门对有争议的案件到高校进行司法解读 ，这无
论是对教师科研能力的提高，还是对司法实务部门裁判案件能力的升华 ，都是大有裨益的。无论是对高
校教师还是司法实务部门来说，实际上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对话与交流的机会 ，既然法学实习基地
已经为我们搭建好了这个平台，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并善于从中挖掘资源。 而且，在此过程中，学生也
将是其中的最大受益方，因为摆脱了那些理论说教的空谈性，通过理论学者与实务人员的思想碰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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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够真切地感受法学的魅力，逐渐学会以法律人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不断提高自
己的综合素养。
( 二) 依赖规范实习基地确立更为灵活或者变通的实习时间
就笔者了解到的重庆市法学高校的实习情况来看 ，实习时间的安排往往与学生的考研和司法考试
的时间是相冲突的，由此造成学生无暇顾及而转向决定命运的这些考试中去 。而且，由于过于集中这一
时间段，实习单位的接纳能力也相对有限 ，很多单位不得不限制实习人数，以防止实习生过多带来的不
好管理、实习期间无所事事等问题。因此，从此层面来考虑，笔者建议我们应当设定更为合理的实习时
间，以更加灵活或者机动的方式来完成实习任务 ，从而避免现有实习过程中出现的走过场、敷衍了事的
弊端。
比如，把集中性实习分散为零散性实习 ，把课堂学习和司法实务以纵横交错的穿插方式渗透到学生
的学习过程中，根据学生所学课程的内容和个人兴趣 ，找到有针对性的规范实习基地，进行非集中性的
实习。另外，实务工作人员也可以到学校进行实践性授课 ，让学生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而获得实践信
息。在实习过程中，实务部门的人员可以给学生安排一些文书写作任务 ，结合自己参与庭审和旁听的感
受进行个人总结，请实务工作人员和高校授课教师进行综合评价 ，对学生的实习成绩评定分数，并以此
作为参与学校各项荣誉评比的重要参数 。这样一来，就能较好避免时间上的不协调而带来的冲突问题 ，
让学生真正带着兴趣去实习，在实习中让学生学以致用，把实习基地的实习工作落到实处，让实务部门
与指导教师的评价客观公允。
( 三) 加强实习工作过程中的积极引导和有效监督
在事后的监督和反馈工作之中，狭隘的工作汇报和实习鉴定表的成绩远远不能满足对于学生实际
成绩考察的需要，也可以说仅仅是形式上的硬性任务而不能真正起到检验实务能力的作用 。因此，如何
真正落实对实习工作的反馈和监督 ，对于学生是否真正实习以及实习的效果如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比如实习中的工作汇报不应该仅仅依靠实习小组组长的的实习简报来予以说明 ，因为其往往只是
一个人单独的任务呈现，而非涵盖所有实习人员的劳动付出。有效的形式应当是让学生对自己实习中
遇到的现实案例进行分析，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对实体与程序问题进行综合评价 、过程分析、结论得出、
个人建议等。根据学生个人的书面分析过程，加上实习单位的信息反馈，由学院带队老师和实务指导老
师进行综合考评，最后得出每位实习生的实习成绩。
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学生对自己办理的案件都非常用心 ，学会自我分析与处理现实案件材料，开
动自己的脑筋，形成个人的基本观点。除此之外，学生和老师可以在案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更好的立
法建议和更具可行性的司法解释 ，有条件的甚至可以汇编成册在全校进行宣讲 ，甚至作为授课老师日后
在课堂上的授课内容，更好地充实课堂教育脱离实践的最大不足 。另外，学校监督应该以更好推进实践
教育为方向，安排时间充裕的老师驻扎到实务部门 ，对学生的实习过程进行全程指导，对学生实习过程
中的问题及时予以化解。
( 四) 法学实习基地的建立应当在种类形式上多样化
在法科学生的实习工作之中，实习基地的建立往往局限于当地和相关地区的法院 、检察院这些法律
专业性较强的部门，由此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诸如司法局 、律师事务所、法学会、法律援助机构、公安
局或者派出所等部门。而且，笔者认为，一个学生可以在多个不同的部门进行实习，知晓不同实务单位
的操作流程与人文氛围，扭转现有实习往往以单一性单位为定向的现状 。除此之外，既然实习是以实践
教育为目标的，那么，只要是与法律相关的部门都可以建立法学实习基地 ，实习生参与其中。 通过此方
式，在拓展实习基地来源的基础上，为法科学生的知识运用空间进行扩充 ，为后期灵活的实习方式与不
同的就业类型奠定良好基础。
实习基地种类的多样化，就是要鼓励法科实习生多了解社会现实 ，实习单位的选择不应该仅仅只是
专业性法律事务的处理，还应当从中延伸出一种社会责任与法律担当 ，让他们由此确定自己日后的工作
方向，在各行各业的法治化过程中践行自己的使命 。否则，法科学生只会成为法律适用的僵硬机器而不
关心社会的民众疾苦，由此可想而知，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伦理 ，要让他们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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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合情地来执法就终将是空谈 。多元化的法学实习基地的建立，就是让学生对社会有多方面的熟悉 ，
在校园学习阶段就对社会有一个初步接触与认识 ，为他们未来的人生铺垫一个较好的基础 。
( 五) 应当利用规范化实习基地探索灵活有效的实习方式
就现有的实习方式来看，主要是集中性实习与分散性实习。 但是，无论是现有的哪一种实习方式，
其效果都难称理想。因此，在现有法律实习基地已经建成一定规模的基础上 ，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一资
源，通过改变传统守旧的已有实习模式 ，探究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径。 需要明确的是，规范化实习基地
是以效果优良的评价为核心宗旨的 ，其遵循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化思维与因循守旧的实践运作 。 积极
实施灵活有效的实习方式，既是法学革新和实践教育科学化的自然要求 ，也是规范化法学实习基地真正
发挥应有功能的必然选择。只要我们基于传统实习面临的问题来积极寻求出路 ，才能在问题意识的引
领下有所顿悟并最终解决这一顽疾 。
基于现有实习的弊端，我们应当改变僵化的守旧实习方式 ，探究更加灵活多样的实习新类型。一方
面，我们应当实行把定期实习与不定期实习予以结合 。除了现有的定期实习之后，还要探索建立学生的
不定期实习制度。不定期实习可以根据教学或者实务部门的需要 ，积极与实习基地进行沟通，把学生不
定期地派驻实习基地，积极完成教学过程中的理论消化，或者疏缓实习单位当前遇到的工作压力 。另一
方面，应当实行委托实习。“委托实习就是学校根据委托协议，委托实习单位，由实习单位全权对实习
［12］
学生进行实习管理的一种实习模式 。” 即把实习的主动权从法学院系交到实习基地手中 ，通过事先或
者临时的委托协议，把实习基地对实习生的能力需求、时间安排、任务完成等方面提前拟定，从学生中择
优选取实习人员，以推动实习工作有的放矢地展开。
( 五) 根据法学学科的不同特点来打造专业化法学实习基地
从笔者所在的高校来看，法学实习基地的数量已经不小，现在除了重庆周边的司法系统之外，我们
在省外的法检系统也建立了不少的法学实习基地 。但是，在法学实习基地遍地开花的情形下 ，笔者也注
意到，具有专业化特长的法学实习基地却未曾见到 。由此可以看出，在我们追求法学实习基地数量的前
提下，如何提升法学实习基地的质量，是当下必须注意和解决的另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在细节
上进行琢磨的重要事项。就刑法学科的专业实习来说，专业化的刑事实习基地未曾建立，这对刑事专业
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重大遗憾。尽管现在的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与刑法学科的知识比较密切 ，但是，由于各
自内部的工作仍然比较庞杂，相关的职能分配也并不一定都与刑法知识直接相关 ，因此，现有的实习基
地还不能真正称得上就是专业实习基地 。
专业性法学实习基地作为规范实习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养法律卓越人才向高精尖方向
发展的重要前提。专业性实习基地必须以某一专业为实务教育和实践能力提升的突出方向 ，有专门人
员做好与实务部门的工作承接，有专项经费的扶持与付出，有专业的理论教师与实务人员进行定向指
导，以打造专业化的人才为最终目标 。现有法学实习基地在追求数量的同时存在的最大弊端就是欠缺
规范，脚踏实地地推进专业化实习基地的建立 ，就是要有效整合司法资源，依靠规范化的程序性设置来
真正发挥实习基地的作用，为法治专业化的人才奠定良好基础 。在此过程中，规范化的细节运作与实务
人才培养方案是其重要内容，因此需要法学院系与实习基地相互协调完善规范操作细则 ，建立本科生、
硕士生、博士生共同参与其中的良好体制 。只要真正做好了专业化实习基地的规范性运作 ，就既能为法
学院校与实习基地之间开展更为频繁的日常性活动提供空间 ，同时又能为多元主体参与其中的互赢互
利的结局提供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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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form and Perfection of Standardized Base of
Legal Education and Practice
Chen Wei
（ Law School，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The legal education usually serve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though，the status quo
of which fails to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current legal practice，reflecting the great loss of nowadays education pattern being deviated from the aim of basic practical education． Thus it has been a common view，due to
the objective flaws in the reality，to take the natural advantages of universit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to establish legal practice base so as to make up for that loss． Ｒegrettably，however，magnific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practice bases is，few high quality result of practical education has been achieved from the increase of quantity． Therefore，what should b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re digging the resources and taking a
good advantage of current practice base of legal education，setting up a more flexible mechanism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between the practice base and the universities，and building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base of law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s，and realizing the function of the practice base
via standardized remodeling．
Key words： legal education； practical education； practice base； standard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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