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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家事及非讼程序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筹）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教育经历

1983.09–1987.07 南京师范大学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

1988.09–1990.07 南京大学学习，获法学第二学士学位

1995.09–1998.07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9.09–2002.07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

民事诉讼法学、家事诉讼法学

主要成果

著作类：

1.《当代中国的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2.《裁判请求权研究——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原理与制度：民事诉讼法修订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4.《诉权保障研究——宪法与民事诉讼法视角的考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家事诉讼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第一作者），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论文类：

1.《论家事司法的社会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2.《我国制定<家事诉讼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基本框架》，《家事法实务2017年卷》，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

3.《论中国大陆家事司法的专业化改革》，《月旦民商法杂志》第60期（2018年6月）；

4.《论新时代中国家事诉讼法学的建立和发展》，《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4期；

5.《论家事纠纷人民调解的专业化发展》，《人民调解理论与实务（2018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
版。

6.《论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法院审判人员的优化配置》，《北方法学》2017年第2期；

7.《程序自治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政法论丛》2017年第3期；

8.《21世纪全球家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5期；

9.《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恒定原则的适用——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9条的法解释学分析》，《法商
研究》2016年第5期；

10.《电子诉讼潮流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应对》，《当代法学》2016年第5期；

11.《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法院决定还是当事人决定——基于民事诉讼的分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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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论侵害防止参加第三人制度》，《复旦大学法律评论》第2辑；

13.《论司法公开的深化》，《政法论丛》2015年第6期；

14.《论诚实信用原则对民事诉讼当事人的适用》，《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5.《功能、要素与内容：民事起诉状省思》，《法律科学》2014年第3期；

16.《论中国探望权的实现》，《明治大学法科大学院论集（法学评论）》第15号（2014年）；

17.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o parties in civil proceedings,Euro-Asian Legal
Frontiers Review Nov.2013 in Sweden

18.《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法学杂志》2012年第3期；

19.《论诉的利益之判断》，《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0.《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之探讨》，《法律科学》2011年第2期；

21.《论非讼法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中的适用》，《清华法学》2011年第3期；

22.《论诉讼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

23.《论诉权滥用的民事诉讼法规制》，《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24.《论诉权保障范围的扩张》，《法律适用》2011年第10期；

25.《电子时代中国民事诉讼的变革》，《人民司法（应用版）》2011年第5期；

26.《论民事诉讼前置程序》，《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

27.《论合法利益的司法保护》，《中国法学》2010年英文版；

28.《我国比较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及其功能》，《公民与法》（法学版）2010年第2期；

29.《论家事诉讼程序的构建》，《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秋季卷；

30.《民事诉讼当事人辩论权之保障》，《法学》2008年第4期；

31.《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听审请求权》，《法律科学》2008年第6期；

32.《中国民事诉讼法的改革方向》，《横浜国际经济法学》第17卷第1号（2008年9月）；

33.《论当事人基本程序权利的宪法化》，《团结》2008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2009年第2期全文转载；

34.《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学习论坛》2008年第5期；

35.《裁判请求权保障与诉讼费用制度——评廖永安等著<诉讼费用研究>》，《时代法学》2007年第1期；

36.《诉讼权利滥用：程序公正的比较标准》（翻译），《金陵法律评论》2007年春季卷；

37.《论农村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第二作者），《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
学、司法制度》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

38.《论金钱债权执行竞合解决的原则》，《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39.《论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的构建》，《中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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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论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基本原理》，《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

41.《宪法理念的重新定位与申请再审程序的重构》，《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42.《论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的心证公开》，《中国法学》2006年英文版；

43.《论司法为民的实质——从裁判请求权与审判权的关系考察》，《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

44.《从法定法官到选择法官——台湾地区当事人合意选定法官制度评析与启示》，《学海》2005年第1期；

45.《论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民事诉讼起诉受理制度的重构》，《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8期全文转载；

46《论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关系：兼论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宪法理念》，《美中法律评论》2005年第5期；

47.《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度》，《人民司法》2005年第11期；

48.《论程序基本权保障与ADR的鼓励》，《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3期；

49.《接近正义与英国的民事司法改革》，《法制现代化研究》第9卷（2004年）；

50.《论纠纷的可诉性》，《法律科学》2003年第1期；

51.《论裁判请求权与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
司法制度》2003年第7期全文转载；

52.《论裁判请求权——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53.《论直接言词原则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人文杂志》2001年第3期；

54.《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载《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作
者，与江伟教授合作）；

55.《论现代法院调解制度》，《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

56.《论司法公开的扩张与限制》，《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

57.《论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重构》，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
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1期论点转摘；

58.《论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完善》，《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
度》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

59.《一九九九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0年第1期（第二作者）；

60.《论强制证人出庭》，《法学》2000年第7期；

61.《开拓与创新：评江伟教授主编的民事诉讼法学原理》，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5期；

62.《传统调解制度及其创造性转化：一种法文化学分析》，《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
料《法理学、法史学》1999年第3期全文转载；

63.《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效率价值》，《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64.《论司法公正的价值蕴涵及制度保障》，《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二作者）。

主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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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机制研究”（1998年6月
—2000年6月），项目负责人；

2.江苏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及其目标研究”（1998年12月至2000年12
月），项目负责人；

3.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中国部门法制现代化”（2001年6月至2003年6月），项目负责
人；

4.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非讼程序研究”（2004年9月至2006年12月），项目负责
人；

5.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民事诉讼法修订的指导原理及主要制度修订研究”（2004年9月
至2006年12月），项目负责人；

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诉权保障研究——宪法和民事诉讼法视角的考察”，批准号07BFX070,（2007年
6月至2010年6月），项目负责人；

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司法公正与社会公平正义的一般理论”，（2010年至2013年），项目
负责人；

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家事诉讼立法研究”，项目批准号13BFX080，（2013年6月至2015年12月），
项目负责人。

荣誉奖励

1.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1999年）：

2.江苏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2003年）：

3.中国法学会全国第五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一等奖（2003年）；

4.司法部全国第二届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成果奖优秀作品奖（2006年）；

5.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5年）；

6.中国法学会全国第六届中青年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一等奖（2005年）；

7.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技学术带头人（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07年）；

8.江苏省普通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08年）；

9.江苏省第二届优秀青年法学家（2010年）；

10.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2年）；

11.南京师范大学第十七届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5年）；

12.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18年）主持人。

社会兼职

1.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家事及非讼程序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筹）主任委员；

2.江苏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3.中国人民大学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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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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院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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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师大首页 | 校内信息网 | 中文 | English

学院概况 本科教育 研究生教育 科学研究 学生工作 合作交流 党群人事 校友在线 资料下载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http://www.law.ruc.edu.cn/
http://www.law.pku.edu.cn/
http://fxy.whu.edu.cn/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law/
http://law.jlu.edu.cn/
http://law.nju.edu.cn/
http://fxy.cupl.edu.cn/MainWebSite/default.aspx
http://www.law.sdu.edu.cn/default.site
http://law.xmu.edu.cn/
http://law.znufe.edu.cn/
http://www.swupl.edu.cn/fxy/xin/index.asp
http://www.ecupl.edu.cn/
http://www.law.yale.edu/
http://www.law.harvard.edu/
http://www.law.ox.ac.uk/
http://www.jura.uni-muenchen.de/
http://www.law.cam.ac.uk/
http://www.law.stanford.edu/
http://www.columbia.edu/
http://www.uni-heidelberg.de/
http://www.law.utoronto.ca/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ivillaw.com.cn/
http://www.calaw.cn/
http://www.zgfxqk.org.cn/Index.shtml
http://www.chinalegaleducation.com/
http://www.jus.cn/index.asp
http://www.criminallaw.com.cn/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law.njnu.edu.cn/NSDweb/BackManage/BackLogin.aspx
mailto:lawnjnu@163.com
http://www.njnu.edu.cn/
https://cer.njnu.edu.cn/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law.njnu.edu.cn/xygk.htm
http://law.njnu.edu.cn/bkjy.htm
http://law.njnu.edu.cn/yjsjy.htm
http://law.njnu.edu.cn/kxyj.htm
http://law.njnu.edu.cn/xsgz.htm
http://law.njnu.edu.cn/hzjl.htm
http://law.njnu.edu.cn/dqrs.htm
http://law.njnu.edu.cn/xyzx.htm
http://law.njnu.edu.cn/zlxz.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