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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四海法学编译馆馆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

教育经历

2003.09–2007.06南开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

2007.09–2010.06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法学理论）

2011.09–2014.06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法学理论）

2012.09-2012.11台湾地区中正大学法学院访学

研究领域

法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西方法律思想史

近年尤其关注马克思及其思想渊源问题

主要学术作品

（一）著作类

1．《法学论文集》，[美]霍姆斯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独译）

2．《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德]施塔姆勒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汉译名著”（独译）

3．《解读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独著）

4．《观念论法哲学及其批判》，吴彦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译者）

5．《康德法哲学及其起源》，吴彦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参译）

6．《二十世纪德国法哲学发微》，吴彦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参译）

（二）核心刊物文章类

1．《恩格斯唯物史观中的隐喻表述》，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18日（独著，南师B类）

2．《法哲学的使命与目标》，[德]约瑟夫·柯勒著，载《清华法治论衡》第27辑（独译，CSSCI）

3．《美国种族分裂的社会学叙事——品读博蒙的<玛丽>》，载《跨文化思想家》（ISSN 2652-4856）2020
年第2期（独著，南师核心）

4．《关系与规范》，[苏]帕舒卡尼斯著，载《法律方法》第29卷（第一译者，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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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被忽略的教学背景》，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7日（独著，南师B类）

6．《何谓好的法律教育》，[美]弗兰克著，载《法学教育研究》第26卷（独译，CSSCI）

7．《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的不解之缘——克罗伊茨纳赫时期的探索及其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5月21日（独著，南师B类）

8．《马克思何以优先关注法国“人权宣言”》，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独著，CSSCI，南
师A类）

9．《共产主义宣传》，[法]埃蒂耶纳·卡贝著，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独译，
CSSCI）

10．《卢格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两种书写》，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21日（独著，
南师B类）

11．《应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实际参阅资料的编译工作》，载光明日报社2018年7月31日《情况反
映》（机密）第113期（独著，南师A类）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结构》，[德]伊尔廷著，载《经典与解释》第50辑（独译，CSSCI）

13．《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范围》，[美]卡特著，载《民间法》第21卷（独译，CSSCI）

14．《法国大革命与德国现代性问题——黑格尔、海涅与马克思》，[加]哈罗德·马著，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
义评论》第16辑（独译，CSSCI）

15．《青年马克思与康德式伦理学》，[美]卡因著，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6辑（独译，CSSCI）

16．《马克思的早期政治作品》，[美]奥马利著，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6辑（独译，CSSCI）

17．《黑格尔法哲学与我们时代的政治》，[德]卢格著，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6辑（独译，
CSSCI）

18．《马克思与<法哲学>》，[法]魏尔著，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6辑（独译，CSSCI）

19．《散议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英]伯尔基著，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6辑（独
译，CSSCI）

20．《放眼全球 重视实践：拓展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视野》，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17日学术版（独
著，南师A类）

21．《法理学中的若干定义和问题》，[美]格雷著，载《民间法》第18卷（独译，CSSCI）

22．《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3辑（独著，CSSCI）

23．《施塔姆勒是自然法学家吗？》，载《人大法律评论》2016年第2辑（独著，CSSCI）

24．《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方法论的批判》，载《光明日报》2016年9月14日理论版（独著，南师A类）

25．《從黑格爾到青年馬克思——市民社會思想史一段流行敘事的批判》，载《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16年
第1期（ISSN 1684-5153，独著，台湾地区TSSCI）

26．《隐蔽的谢林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旨趣新探》，载《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独著，CSSCI，南
师B类）

27．《爱德华·甘斯与黑格尔主义的危机》，[美]布莱克曼著，载《民间法》第16卷（独译，CSSCI）

28．《黑格尔留给现代自由主义的暧昧遗产》，[加]查尔斯·泰勒著，载《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10期（独
译，CSSCI）

29．《批判的概念和方法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手中的发展》，[美]麦卡锡著，载《哲学评论》第15辑（独
译，CSSCI）

30．《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中期作品里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英]塞
耶著，载《民间法》第15卷（独译，CSSCI）

31．《黑格尔伦理学中的自由与社会范畴》，[美]平卡德著，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独译，CSSCI）

32．《作为科学的人类学——论垂暮之年的马克思》，[美]凯利著，载《民间法》第13卷（独译，CSSCI），
曾刊发于复旦大学《民族研究文摘》（国家民委内参）

33．《法律思维的性质》，[墨西哥]雷卡森斯-西切斯著，载《法律方法》第15卷（第一译者，CSSCI）

34．《馬克思1837年柏林法學計劃的譜系與出路》，载《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14年第1期（ISSN 1684-
5153，独著，台湾地区TSSCI）

35．《重访黑格尔的现代法治国理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秋季卷，（独著，CSSCI）

36．《以公共政策分析为中心的法律方法论——重访霍姆斯大法官》，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3年第4期（独著，CSSCI）

37．《罗马法对现代世界的价值》，[德]耶林著，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21辑（独译，CSSCI），转载于
高鸿钧、赵彩凤主编《法律文化读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8．《对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理性主义批判》，[德]康特罗维茨著，载《法律方法》第12卷，（独译，
CSSCI）

39．《法律、国家与社会：埃利希vs凯尔森》，[荷]科林克著，载《民间法》2011年卷（独译，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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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 武汉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

吉林大学法学院 南京大学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山东大学法学院

厦门大学法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 英国牛津大学法学院 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

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纽约州）哥伦比亚大...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院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院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法学院

中国民商法律网 中国宪政网 中国法学期刊网 中国法学教育网

中国法理网 中国刑事法律网

院校资源
学院资源：

网站资源：

后台管理 新浪微博

40．《法律科学方法论概要》，[德]康特罗维茨、[美]帕特森著，载《法律方法》第11卷（独译，CSSCI）

主要科研项目

1.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法国渊源研究”，主持

2.2015年度中国法学会后期资助项目“解读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持

近期开设课程

1.本科：法学专业导论、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学名著选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读

2.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

主要学术兼职

1.商务印书馆“自然法名著译丛”“政治哲学名著译丛”“法哲学名著译丛”编委

2.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员

3.江苏省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

主要荣誉

1.南京师范大学时期：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孙国华法学理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奖、校中青年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校优秀本科论文指导教师（2次）

2.吉林大学时期：国家奖学金（连续2年）、校博士研究生杰出人才培育资助计划入选者、校优秀博士毕业论文

3.南开大学时期：校一等奖学金（连续2年）、校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校优秀本科毕
业论文

电子邮箱

yaoyuan_2012@hotmail.com

领导邮箱：lawnjnu@163.com  电话：025-85891036

版权所有：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建议您使用IE10.0以上版本或是Chrome浏览器浏览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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