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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次继受大陆法系与罗马法教学的转型

①

徐国栋
（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要： 清末中国第一次继受大陆法系，实际上继受的是这一法系中的德国法族，中国对于拉丁法
族的继受开始于 1989 年意大利和中国订立法学交流协议后，从此，有 70 多名学者受教于意大利大学以
摘

及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学，把拉丁法族的精髓带入中国，形成中国德国学派和拉丁学派争鸣的格局，完成
了对大陆法系的全面继受。第一次继受是被迫的; 第二次继受是自愿的、和平的。 由于第二次继受，中
国的罗马法教学完成了转型，表现为更多地通过罗马法原始文献学习罗马法，优士丁尼《法学阶梯 》开
始被作为罗马私法课的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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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第一次继受大陆法系
( 一) 中国法律传统
中国具有悠久的法律史。在清朝第一次继受大陆法系前，中国共有 19 个历史时期②。最早的夏朝
开始于公元前 22 世纪末，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 最早制定法典的是秦朝 （ 公元前 221—公元
前 206 年） ，这是一个崇仰法律的王朝，它制定了秦律。包括 6 篇，以残酷著称。 汉朝 （ 公元前 206—220
年） 取代秦朝，继承秦代的法典并加以改造，改造的重要内容是把它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 尔后，
每个新朝代都继承前朝的法典，一直到清朝（ 1616—1911 年） ，法统绵绵不绝。其特征主要有四： 其一是
民刑不分，以刑事方法处理民事案件； 其二是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分； 其三是没有专业的司法官，案件由一
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处理； 其四是法律与道德不分，儒家伦理经常被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 。
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法系在未与西方接触的情况下维持了自足 ，并对中国的邻国如日本、
朝鲜、越南的法律产生了很大影响。
( 二) 中国第一次继受大陆法系
18 世纪，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参与者成为先进国家，它们来到东方寻找市场，与骄傲的清朝政府发
生冲突，于 1840 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割地赔款。 中国不再骄傲，开始向西方学习，包括学习
西方的法律，此时产生了模式的选择问题。我们知道，西方法系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个分支 。大
1905 年，清朝政府派出镇国公
陆法系又分为拉丁法族和日耳曼法族两个分支 。 为了确定学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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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
治。载泽率其随员考察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戴鸿慈、端方考察了美国、德国和奥地利。总之，考
察团行经 15 个国家。8 个月后，考察结束，分别提出报告。考察团认为，德国的君主制与中国的君主制
相同，而且，日本学习德国获得了成功，由弱而强，而中国在此之前早就学习日本法 ，所以，学习德国不过
是从间接学习改为直接学习。戴鸿慈的结论是： “中国近多歆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
国为借镜。”清朝政府采纳了考察团的意见，1907—1911 年制定的民法典草案采用潘德克吞体系。 这
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它导致了德国法在中国近 100 年的垄断地位。这是中国第一次继受大陆法系。
1911 年，清朝覆灭，民国代之，后者于 1922 年以清朝的民法典草案为基础制定民法典，于 1929—
1935 年分编颁布，完全采取德国风格。 在 1949 年后，这部民法典在台湾至今一直适用。 在台湾，第一
流大学的民法教师必须在德国学习过 。留学其他国家的人只能在差一些的大学工作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今的台湾政府有邦交国 21 个，其中 12 个处在拉丁美洲，它们大多是西班牙
语国家，但台湾学界对于拉丁法一无所知 ，无人懂西班牙语，也无人懂意大利语，对意大利法一无所知，
甚至没有《意大利民法典》的中译本。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法律上开始学习苏联法，但这不过是德国法的一个变
种，所以，尽管政权改变，中国法还是在德国法的影响下，从立法到法律教学、从术语到思维方式，都是德
国式的。
二、中国第二次继受大陆法系
( 一) 改革开放时代多元化的法学交流
1978 年，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走进了改革开放时代 。开放，包括法学交流上的开放，也就是结束
过去的专学苏联法的时代开始学习西方法 。最初学习的是美国法，去美国的留学生在数量上总是占据
首位。也往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派出了很多留学生。但美国法的思维方式与中国的法律思维方式不
同，所以，对现中国法律生活的影响不大。法国、英国的归来者影响不大。德国的归来者很活跃，他们几
乎把当前德国学生使用的好的教科书全部翻译成了中文 。日本的归来者也很勤奋，但他们并未为当代
中国的法律文化增加什么，因为在他们去德国、日本前，中国的法律文化就是采用德国模式 。
( 二) 意大利学派在中国的形成
在对中国法科学生开放方面，意大利比较晚，到了 1989 年，意大利才在这方面有所行动。 其时，罗
马二大的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和罗马一大的皮兰杰罗 · 卡塔兰诺教授代表意大利方面，当时的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代表中国方面签订了 4 年期的合作协议，从此有中国青年学者去意大利学习罗
马法。这只是一个开端，尔后，以中国政法大学与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为基地 ，将意中法律合作扩大到
其他大学。中国方面后来加入交流计划的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湖南大
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意大利方面加入交流的有萨萨里大学 （ Università di
Sassari ） 、玛 切 拉 达 大 学 （ Università di Macerata ） 、比 萨 大 学 （ Università di Pisa ） 、博 洛 尼 亚 大 学
（ Università di Bologna） 、帕维亚大学 （ Università di Pavia） ［2］，现在我们要在这一名单中加入米兰大学。
另外，一些非意大利的大学也加入进来 ，如墨西哥自治大学（ Università nazionale Autonoma del Messico） 、
哥伦比亚走读大学（ Università Externado di Colombia） 、秘鲁天主教教皇大学（ Universidad Pontificia Catolica del Perù）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L’Università di Buenos Aires di Argentina） 。它们都是拉丁美
［3］

洲国家的大学，斯奇巴尼教授同时活动于拉美和中国两个大陆 ，他作为桥梁把两者连结起来了

。

2010 年和 2013 年以访学学
笔者于 1994 年 12 月到 1997 年 1 月在意大利罗马二大学习。1998 年、
者的身份重访。也访问过墨西哥自治大学（ Università nazionale Autonoma del Messico） 、秘鲁天主教教皇
大学（ Universidad Pontificia Catolica del Perù）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L’Università di Buenos A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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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Argentina） ，目的是参加会议或举办学术讲座 。
经过 24 年的交流，已经难以统计有多少中国学生在意大利以及拉丁文化区学习过 ，最多的时候，一
个学年内在罗马二大学习的中国人有 30 多人，世界没有哪一所大学可以与之匹敌。 作为结果，在当今
中国的第一流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都有留意学生担任教职，这些
大学认为吸收意大利的因子是必要的 。可见，意大利的大学已经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威望 ，但我们不能
说吸收了更多中国留学生的法国大学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
应该说，到意大利的中国学生主要学习的是罗马法 ，他们对意大利的民法所知不多，但有一种快捷
的方式让他们了解意大利的民法 ，那就是把《意大利民法典 》翻译为中文。 这一工作在 1997 年完成，很
快就出了第二版（ 2004 年） ，它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引用。沿着这个方向，在斯奇巴尼教授的支持下，经过
笔者的组织，先后有《智利民法典》、《阿根廷民法典》、《巴西新民法典》、《埃塞俄比亚民法典》、《魁北克
民法典》、《埃及民法典》、《路易斯安那民法典》、《马耳他民法典 》等拉丁法族国家的民法典被译成中
文，另外，我们小组之外的成员也为拉丁法族的进入中国做出了贡献 ，例如组织把《澳门民法典 》译成中
文的赵秉志教授，把《葡萄牙民法典》译成中文的唐晓晴教授。 这些法典很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律学说
和立法。
( 三) 中国第二次继受大陆法系的含义
继受分为立法继受和学说继受，它们都是中国通过意大利第二次继受大陆法系的环节 。
就立法继受而言，在 10 年前，为了制定中国民法典，中国学者起草了三个私人的民法典草案以为准
［4］

备。它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教授主持的草案
［5］

案

、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主持的草

［6］

以及笔者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 。前两个草案都采用德国式的潘德克吞体系 ，笔者采用的是

拉丁式的两编制体系，即第一编为人法； 第二编为物法，外加一个序编和一个附编。这样，在中国的准立
法中，就有了拉丁法族影响的存在。在当今中国的法科博士论文中，人们多比较这三个民法典草案的规
定。
就学说继受而言，尽管德国法族和拉丁法族都以罗马法为来源 ，但两者间有不少不同。 例如，在德
国法中，用不同 的 术 语 表 达 两 种 诚 信。Treu und Glaube 的 术 语 只 表 示 客 观 诚 信，主 观 诚 信 用 guter
Glaube 表示。中国从 1911 年的《大清民律草案》到 1929—1931 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典 》，都把 Treu und
Glaube 翻译为诚信，把 guter Glaube 翻译为善意，前者适用于债法，后者适用于物权法，造成了统一的诚
信的分裂，也就是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被篡改成了仅适用于债法的原则。 但拉丁法族国家
（ 甚至英语国家） 都以统一的术语 （ Buona fede） 表达两种诚信。 这种文化的差异必定引起了笔者的注
意。1998 年，笔者第二次来到罗马二大当访问学者，在斯奇巴尼教授领导的拉丁美洲跨学科研究中心
发现 Manual Dela Puente y Lavall 的 El contrato en general 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介绍关于诚信的各种学
说，其中明确地把诚信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 ，这种处理给笔者很大震撼。 不久，笔者又在斯奇巴尼教授
主编并总是赠送笔者的 Ｒoma e America，Diritto romano comune 第 7 卷上发现了巴西学者 Josè Carlos
Moreira Alves 的 A Boa － fè objetiva no sisitema contratual brasileiro 一文，也坚持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的
区分，这两个作品刺激笔者研究拉丁法族国家的主观诚信理论。 为此，笔者专门翻译了 Josè Carlos
Moreira Alves 教授的上述作品，发表在笔者主编的《罗马法与现代民法 》第 2 卷上。 另外，笔者于 2001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 6 期上发表了《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 》一
文，于 2002 年在《法学研究》第 4 期上发表了《诚实信用原则二题》一文，两文都介绍了拉丁法族国家的
主观诚信理论。2002 年，笔者又出版了《诚信原则研究》，把上述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总。 从此，中国开始
有了主观诚信的概念并日益普及 。如果说，过去的中国学界把诚信原则等同于客观诚信原则，现在，已
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主观诚信的存在 。
另外，人法的概念、劳动能力的概念、意大利式的原因理论、劳动和权利的保护独立成编的民法典编
纂观念等，也通过中意间的法学交流进入中国 ，成为中国法注意吸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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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准立法的继受和学说的继受 ，当代中国法已改变了专门借鉴德国法的做法，也开始注意
拉丁法族的合理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第二次继受大陆法系 。尽管相对于强大的德国学派，意
大利学派相对弱小，但其队伍和影响日益增长。在学习德国法以外国家法的人员中 ，唯一能称得上学派
的只有意大利学派。为了这一成功，我们当铭记斯奇巴尼教授的贡献 ，由于他在中国的出现和辛勤的工
作，德国法失去了垄断地位，中国形成了德国学派和意大利学派的争鸣 。法略里教授也加入了意大利学
派的支持者的行列，她已两次到厦门大学传播意大利的法律智慧 ，今年邀请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学者
来到米兰大学。
三、中国的罗马法教学的转型
我们知道，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对罗马法教学的理解不同 ，前者更加强调罗马法的历史性，不太把它
看作古代民法，后者更多地把罗马法看作古代民法 。所以，意大利的罗马法教研室和民法教研室各自独
立，彼此联系少，而德国的罗马法教学往往由民法教研室承担 。在斯奇巴尼之前，中国的罗马法教学采
用德国模式，造成的结果是： 课程采用罗马法的名义，实际上讲授的只是罗马私法。在斯奇巴尼之后，这
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尽管尚无独立的罗马法教研室出现 ，但罗马法教学已日益独立于民法教学 。课程的
名称在有意大利分子的大学，例如厦门大学，被改成了“罗马私法 ”。 这样的改变为开设罗马公法、罗马
国际法、罗马商法腾出了空间。2012 年，笔者在厦门大学第一次为研究生开设了罗马公法课程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使用的讲稿于 2013 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将来笔者还打算开设罗马国际法
和罗马商法课程，目前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准备。2014 年，厦门大学将与比萨大学和米兰大学合办罗马
公法暑期班，此为准备之一，也为中国的罗马法教学国际化的见证 。
意大利学派的形成也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命 。中国的罗马法前辈的罗马法教材多是外国相应教材
的中文化，不注重从原始文献出发，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对罗马法的现代化，例如，在这样的教材中，人们
可发现法律行为、物权、担保物权等不属于罗马人的东西 。 我们知道，Esegesi 的方法是意大利学派的方
法，许多意大利罗马法学者不写罗马法教材 ，而是直接使用原始文献作为教材。 这种方法也转入了中
国，近 20 年以来，笔者一直采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作为罗马法教材使用，从而避免现代性污染，让学
生感知真正的罗马法。这种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正在推广。从罗马法教师学习罗马法与从罗马
人学习罗马不同，后者对老师的要求高，包括对懂拉丁语的要求，由于意大利的支持，符合这一要求的老
师数目在增长中。
意大利学派的形成也带来了法律史观的改变 。进化论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但回到原始文献研
究罗马法后，很容易发现罗马法并不原始，罗马法学家有一套自己的严格的术语体系，有非常富于想象
力的法律推理方法，而且由于其争鸣的法的性质，对问题的解决方法更加多元，相对于对一个问题只提
供一种解决方法的现代法典法，罗马法更加丰盛。通过这样的对比，人们很容易排除进化论，而把罗马
法和现代民法看作具有沿革关系但又具有不同路径的体系 。
四、当代中国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教学
( 一)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被译成中文前中国的罗马法教材情况
中国文献中最早关于罗马法的记载 ，是清朝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洋法制的报告 ，载泽等人于
1906 年 5 月 9 日在《奏在法考察大概情形折》中称： “大抵欧洲各国政治，悉根源于罗马旧制，言政法者
必先言罗马，犹中国学者必首推周秦……法国地近罗马，政法实得其遗传，而又经拿破仑第一之雄才大
略，综揽洪纲，以沈毅英鸷之资，手定立国治民之法，公私上下权限分明。”这一报告确认了罗马法对现
代欧洲各国法的母法地位，以及法国的罗马法第一继承人的地位 。这可能是后来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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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学堂开设罗马法课程并延聘法国教授负责它的原因 。尔后的许多中国大学，例如燕京大学、清华大
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等 50 所大学，都把罗马法列为必修课程。没有
关于它们使用何种罗马法教材的详细报道 ，零星的报道证明，它们中有的使用德国血统的教材 （ 例如中
央政治学校） ，有的使用比利时血统的教材（ 例如陈朝璧编写的大学部颁教材《罗马法》） ，有的使用日本
血统的教材（ 例如中国曾有过的多所法政学堂 ） ，有的使用美国血统的教材，例如东吴大学使用的丘汉
平的教材。
1949 年后的中国直到 80 年代才开始编写罗马法教材。1982 年 11 月，江平的《罗马法基础 》问世，
这是一本 148 页的小册子，按潘德克吞体系组织了罗马法材料 ，据说受诺维茨基的俄文罗马法教材影响
很大。次年，诞生了司法部组织的统编教材《罗马法 》，它由周枏、吴文翰 、谢邦宇 3 位教授编写，共计
378 页，它以谢邦宇教授在北京大学讲课的讲义为蓝本 ，也基本上是按潘德克吞体系组织罗马法材料。
1987 年 6 月，江平与米健合作扩写了江平前述的罗马法教材 ，篇幅增加到 397 页。1994 年，周枏的《罗
马法原论》出版，成为中国最权威的罗马法著作，被高度引用。
( 二)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作为教材使用: 方法和运用范围
1989 年，张启泰翻译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出版，把中国的罗马法教学带入了新时代 。 当时，笔者
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 ，中国政法大学由于缺少罗马法师资，请笔者去代课，笔
者就用这个《法学阶梯》作为教材，因为笔者在 1985 年 （ 当时笔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硕士生 ） 就根
据 J． B． Moyle 的英译本翻译出《法学阶梯》，对这本书比较熟悉。这个看来偶然的选择却具有极大的意
义： 这是中国的罗马法教学史上第一次有人用原始文献作为教材 。从此，不论笔者在中南政法大学还是
在厦门大学当教授，笔者都用这本书作为教材，不论对本科生还是对研究生的罗马法课程，都是如此。
而且，笔者利用从 1994 年到 1997 年在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学习的机会 ，在意大利专家阿尔多 · 贝特鲁
1998 年，笔者的这个译本由中国
奇教授和纪慰民博士的帮助下从拉丁文再译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 》，
2005 年出了修订版。从 1998 年后，笔者就使用自己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 》的译
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作为笔者的学生的教材。
最初，笔者的教学方法如下： 按座位的顺序让每个学生概括每个片段的内容 ，不对或不全的由笔者
32 课时的时间不够用，
改正或补充之。现在看来，这种方法有其缺陷，因为首先，让学生逐个片段评注，
因为有 830 段，所以，最好的一年的结果是评到第三卷，其他年通常评到第二卷学期就结束了。 其次，
《法学阶梯》的各个片段表面看来浅显，深究下来法理精深，让学生评恐怕超越了他们的能力 。
从 2009 年开始，笔者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为首先改学生评为笔者自己评 ，由此节省了时间； 其次
改逐段评为按主题评，换言之，采用蛙跳式，放弃滚地毯式，效果不错。作为成果，是年第一次讲完全书。
这样的评注，最终累计成笔者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于 2011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笔者把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分为如下 18 个主题，每个主题占据一周的时间。 如果笔者为本科生
讲授此书，每周有 2 个课时。如果笔者为研究生讲授此书，则每周有 3 个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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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绪论，简述罗马史和罗马法史，这一讲脱离文本。

第二讲

罗马人的法理学（ 第一卷第 1—2 题）

第三讲

自由身份法（ 第一卷第 4—8 题）

第四讲

家族身份法（ 第一卷第 9—15 题）

第五讲

监护法（ 第一卷第 13—26 题）

第六讲

人格减等与《法学阶梯》的私法性（ 第一卷第 16 题）

第七讲

物权法（ 第二卷第 1—6 题）

第八讲

取得法（ 第二卷第 1 题第 12 段—第 9 题）

第九讲

遗嘱法（ 第二卷第 10—19 题，外加第 25 题）

徐国栋: 中国第二次继受大陆法系与罗马法教学的转型

第十讲

遗赠法（ 第二卷第 20—24 题）

第十一讲

法定继承法（ 第三卷第 1—9 题）

第十二讲

其他继承法（ 第三卷第 10—12 题）

第十三讲

债法总论（ 第三卷第 13—22 题，外加第 28—29 题）

第十四讲

合同法（ 第三卷第 23—26 题）

第十五讲

法定之债法（ 第三卷第 27 题至第四卷第 1—5 题）

第十六讲

诉讼法（ 第四卷第 6—14 题）

第十七讲

司法行政法（ 第四卷第 15—17 题）

第十八讲

刑法（ 第四卷第 18 题）

18 讲通常只能完成
中国的学期包括 18 周，但总是由于假期的占据以及准备考试和考试占据两周 ，
16 讲。未讲的部分只能靠学生自学。我们的考试采取开卷笔试的方式，学生可以携带任何资料到考场
进行参考，但不得互相讨论。我们考试的目的并非学生的记忆力 ，而是考他们理解讲授内容的情况，把
考试当作学生的一次复习看待。由于讲授的内容依赖对文本的评注，尽管我们不要求所有的选课学生
听课，但通常不听课的学生通不过考试 。
笔者的这套教学方法对老师的要求较高 ，所以采用的中国高校不多，除了厦门大学外，只有江西财
经大学采用。该校的罗马法老师在笔者的指导下进修过 ，因而掌握了笔者的方法。顺便指出，由于笔者
的教学法比较难，几乎每年都有其他高校的老师到笔者的门下进修 ，跟笔者的学生听课。今年就有赣南
医学院的老师在笔者门下进修一年 。另外，笔者最近知道，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读书小组 （ 3 人，包括
老师和学生） 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个读书小组 （ 10 人左右 ） 正在研读笔者的《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
注》，可以把他们看作使用《法学阶梯》作为罗马法教材的学生。
应该说，采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 》作为罗马法教材的中国高校目前尚不多，但由于这种方法的合
理性，可以展望，在不远的将来，采用这种方法的中国高校会得到很大增长 。
( 三) 使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作为罗马法教材的意义
罗马法教学在中国，以中国的罗马法学者建立其与意大利的学术联系为界 ，发生了从二手资料到一
手资料的转变。以前，罗马法的教学没有以原始文献为依据的 ，而是以法国的、比利时的或日本的罗马
法著作为依据； 此外，也没有学者在罗马法的故乡意大利研究和学习罗马法的 ； 后来，这种状况结束，中
国学者开始以原始文献为基础研究罗马法 。由于原始文献的可接近性增强，笔者和一些青年学者已使
用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作为教材，这样就减少了现代性对罗马法的污染。 事实上，《法学阶梯 》本身
16 万字的篇幅基本上把《学说汇纂 》的内容
就是在古罗马的法律学校使用的初级教材 ，它编得很不错，
一网打尽。通过小篇幅的它，可以理解大篇幅的《学说汇纂 》。 实际上，以优士丁尼《法学阶梯 》作为罗
马法教材，是一种经济地学习罗马法的方法 。
罗马法的历史悠长，从建城（ 公元前 753 年 ） 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算，总共有 2206 年。 从《十二表
法》的颁布（ 公元前 450 年） 到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公元 476 年） 算，总共有 926 年。在这么长的历史中，
只比较完整地留下了 4 个法律文本。第一个是《十二表法 》，第二个是西塞罗的《地方论 》，第三个是盖
尤斯的《法学阶梯》； 第四个是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 》，它们分别代表了远古时期、前古典时期、古典时
期和后古典时期罗马法的面貌。考察任何制度在这四个文本中的变迁 ，本身就构成一部小型的罗马法
史。研读这四个文本，是快捷地、避免解释者干扰地学习罗马法的方式，所以，总是向学生推荐这种方
式。把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当作罗马法教材，是对这种方式的实践。
参考文献：
［1］柴松霞． 清末五大臣对德国宪政的考察［J］． 政法论坛，
2011，( 1) ．
145

2014 年第 1 期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丁玫． 优士丁尼民法大全与中意法律文化交流［A］． 徐国栋．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 第 3 卷) ［C］． 北京:
2003．
中国法制出版社，
［3］Cfr． Xu Guodong，Il diritto Ｒomano come ponte tra diritto cinese e diritto latinoamericano，In Sandro
Schpani( a cura di) ，Mundus Novus． America Sistema giuridico latinoamericano，Tielle Media，
2005．
［4］梁慧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5］王利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及其立法理由［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6］徐国栋． 绿色民法典草案［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4．

The Second Ｒeception of the Continental Juridical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Ｒoman Teaching
Xu Guodong
（ Law School，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
Abstract： China has recepted the continental juridical system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for the first time． In
fact，she has recepted only the legal systems of Germany as a branch of the continental juridical system． The recep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Latin countries by China began in 1989 as a result of ac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the jurist of China and Italy． Since then，more than 70 scholars educated in Italian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ies in Latin America，bringing the essence of Latin law into China and forming a contending pattern between Germany School and Latin School in China，having completed a comprehensive reception to the continental juridical system． The first reception is forced while the second is voluntary and peaceful． As a result of the
second reception，China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Ｒoman teaching，so the students learn Ｒoman law
more and more through source and Justinian “Institutions”began to be used as Ｒoman private law course materials．
Key words： the legal systems of Germany； the legal system of Latin countries； reception； Ｒoman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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