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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储槐
植教授荣获中国法学会授予的“全国杰出
资深法学家”称号。这位大家公认的“老
一辈法律人中的佼佼者”，以其深邃的法
律思想、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对我国犯
罪学和刑法学研究方法、刑事学科设置等
产生了很大影响。储槐植教授的学术命
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他曾历经 20 年
命运坎坷，劫后重拾学业，以自己的故事
告诉我们，只要“矢志不悔，上下求索”，年
过半百也可以有“学术青春期”。

锲而不舍铸成学术标签

1952 年，储槐植从享誉苏南的江苏
常州中学毕业，考入原北京政法学院研习
法律。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六法全书”随
即废止而新的法律体系尚未建成，当时不
论是法学课程门类还是参考文献都少得
可怜，因此储槐植利用大量的课余时间进
行广泛的阅读和语言学习，这为他日后百
科融汇、学贯中西奠定了基础。

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储槐植被
分配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当助
教，并很快在该领域显露学术锋芒。
1956 年，《学习》 杂志第四期刊登了储
槐植撰写的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
度》 一文，该刊同期还有郭沫若的一篇
文章，足见该学术文章的含金量。

然而好景不长，储槐植先是被下放到
北京玻璃厂“劳其筋骨”，后又被转到北京
化工学校、北京第一五八中学“磨其心
智”。从 1958 年到 1978 年，整整 20 年的
磨砺，使这位曾经是“法律系最年轻的教
师”回到阔别已久的燕园时，早已满面风
霜。

生活的非难并未使储槐植丧志，而是
愈发坚定了他对待学术的拳拳之心。重
返北大后不久，储槐植顺利通过语言测
试，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芝加哥大学
法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访学。这期
间，储槐植除了研习传统英美法理论外，
还实地考察了美国刑罚的运行情况。“美
国教授帮我申请了 5000 美元的基金，我
利用暑假一个半月的时间，坐着长途汽车
参观了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十个监狱，其
中包括成人监狱、生病犯人的监狱、少年
监狱、女子监狱等⋯⋯”这段经历让储槐
植更深入和具象地了解了美国刑罚制度，
也为其后来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回国后，储槐植利用其在美期间收
集整理的资料，仅用时四个多月就创作
出了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美国刑法制度
和学理的著作—— 《美国刑法》。这本兼
具知识性与学理性、填补国内学术空白
的著作，详细介绍了英美刑法“双层次
犯罪论”体系，切实推动了我国刑法学
基础理论研究。

此后，大器晚成的储槐植不时有惊人
之作发表，并以一种全新的学术形象矗立
于刑法学界。1989 年，储槐植首次提出

“刑事一体化”这个命题，并于 2007 年出
版了《刑事一体化要论》，创新性地将哲学
普遍联系的规律运用于刑法领域进行演
绎，成为刑法学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基
于对严打的反思，储槐植借鉴国际法治程
度较高的国家经验，总结提出了刑事法网
严密而刑罚轻宽的“严而不厉”思想，深刻
影响了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

纵观储槐植的学术生涯，虽几多磨砺，
但正是这种锲而不舍、潜心向学的治学态
度，使其提出了多个学界公认的学术标签。

谦敬达观成就人生气象

人生态度成就人生气象。顺境时纵
情高歌易，逆境时云淡风轻难。储槐植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始终保持着难得的谦
虚、诚敬和达观的人生态度，其所思所
行如灯般灼照他人，令人敬仰。

韩愈 《师说》 中有“师者，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也”。储槐植认为，由于
老师相比学生具有更丰富的阅历和较久
的专业学习，因此在“传道”和“授
业”上是没问题的，但是“解惑”不一
定能够做到。师生关系应是平等的关
系，学生批评老师是对老师的一种尊
重。老师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轻
视学生，师生之间可以教学相长，有时
学生发现和提出的问题非常深刻，能有
益地促进学术研究。

储槐植回忆道：“有一次，我在给学
生授课时，学生提出了作为、不作为以
及持有的关系问题，在当时通行的刑法
理论知识背景下，人们认为作为与不作
为构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不应存在第
三种无法归属的状态，那么‘持有’到
底属于什么呢？”课后，储槐植经过研
究，认真地回答了这名学生的问题，提
出在作为与不作为之外存在例外的第三
种状态，激发了学界对例外状态“持
有”的关注。

2019年，储槐植被评为第二届“全
国杰出资深法学家”，面对如此高的荣
誉，储槐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把这
个奖项当作国家对自己的鼓励，虽然已
经处于退休的日常生活状态，但是仍然
要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能因为荣誉而骄
傲自满，而应该更加努力，做好自己，
不辜负国家给予的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荣誉是对人精神上的褒奖，而不是物质
上的资助，只有内心对荣誉充满诚敬之
心的人才能担得起荣誉皇冠的重量。储
槐植对待荣誉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就像一面镜子，让处于荣誉考验的人们
时时与自己对照。

虽然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但他一直保
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并未将工作和生活
的变化放在心上。讲到这段经历，储槐植
说自己当时并没有想太多，也没想过将来
能再回北大教书。事来心始现，事去心随
空。他在工厂和学校勤奋、认真地工作

着，纷纷扰扰打破不了其内心的达观宁
静，狂风骤雨掀不翻其内心的汪洋大海。
气象万千的人生应秉持何种人生态度，储
槐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

川流不息照见法治理想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理想的
实现需要多少代人坚持不懈的共同努
力，凝结了法律共同体的心血与汗水。
2003年退休之后，储槐植仍然持续关注
法律发展，求索的目光穿梭于理论与现
实之间。他坚持每天至少阅读两小时

《检察日报》，发现并思考存在的问题。
储槐植认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其中一部分就是要实现
刑法的现代化。在实现的途径上，他认
为可以将我国建设雄安新区的十六字标
准“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
高点定位”引入法学发展中来，坚持以
世界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问题，高标准
地要求自己；要加强高水平的法律共同
体建设，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储槐植说道：“法治的实现不能仅仅

靠法，治的环节也很重要。”法是硬性
的，要实现治，还需要考虑天理、国法
和人情，最终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效果。

储槐植离开了燕园的讲台，但并未
离开学术的讲台。退休之后，他仍然笔
耕不辍，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发表文章近
70 篇。同时，他还经常与刑法学者和学
生在家里讨论法律问题。有时学生来家
里请教问题，他都倾囊相授，态度亲
和。储槐植对学术不熄不减的热情和奉
献，激发了后辈更加努力的学术追求。

他提醒学生：做学术研究一定要保持
问题意识，有了问题就有了打开研究大门
的钥匙；日常学习中，要通过“三多”，即多
读、多想、多写，来增强问题意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是法治理想不
断实现的进程。法律人应如大江大河般
川流不息，像储槐植一样孜孜不倦地为实
现法治理想而接续努力。

闻无声惊雷，拂功名柳絮，士志于道，
老而弥新。储槐植自成一体的学术品格、
谦敬达观的人生态度、孜孜进取的学者精
神，都将是奋斗路上学习的榜样。

储槐植：半百归来的刑法学泰斗
通讯员 刘耕蒲 乔婧

在金庸迷心中，黄药师的桃花岛是一
处世外桃源。湖北省也有这样一个岛：梁
子岛。它远离城嚣，水清沙幼，洁净美丽。

梁子岛位于武汉市东郊、武昌鱼的故
乡梁子湖。“岛主”是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武汉大学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
家野外科学研究观测站站长于丹，“岛民”
是一群“湖泊卫士”——于丹团队的师生
们。27 年间，他们在梁子湖种了超过 20
万亩的水草，将梁子湖底繁衍成“水下植
物王国”，让梁子湖水质跻身世界前列。

虽然岛上的生活与世隔绝，“岛主”和
“岛民”却都怀着一颗滚烫的入世之心：把
梁子湖治理好，为国家提供一个湖泊治理
的样本，让我国越来越多的湖泊碧波荡漾。

水生植物“学术王国”

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一大湖，水域面积
340 平方公里，水生生物群落类型齐全，
水生植被保持完好，酸碱度适中，是长江
中下游湖泊中典型的草型湖泊。

1992 年，在武汉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的于丹决定，在这里建立野外观测基地，
探寻神秘的水生植物世界。

在一个孤岛上建观测站，谈何容易。
渔民陈洪发说：“岛上什么都没有，我们自
己都不愿意住那里。于老师和他的学生
却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27年。”

一开始，没有任何资金来源，团队只
能住帐篷。后来花 800 元钱买下岛上渔
民的小屋，才有了安身之所。岛上蛇虫鼠
蚁很多，有时候正商讨工作，一条蛇忽然

从屋顶上掉下来；睡梦中，老鼠从枕边溜
过⋯⋯这样的场景是家常便饭。

没有实验样本，下湖连根挖出水草；
外出观测，扯一把干芦苇把馒头烤烤就是
一顿饭；交通不便，靠一叶扁舟划进划出；
吃不上新鲜的食物，自己开荒种地⋯⋯

“更苦的是冬天采集水草样本。”师从
于丹，在岛上待了13年的副研究员王力功
说，冬季每次采集样本，于丹总是带头潜
入冰冷刺骨的湖底，从湖泥中把整棵水草
抠出来，以保证根部的完整。上岸后，整
个人冻得直哆嗦，缓过劲后再继续下水。

种草比采草更难，需要潜到水底用手
刨坑。“每种一棵草要潜入水底 30 多秒，
有时潜水几次才能种好一棵水草。”王力
功介绍。

靠着这份原始的坚韧和内心的信仰，
生态站渐成气候——

2005年，“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获批国内第一个以
水生植物为研究对象的野外站；2007年团
队所在的生态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
科；2009年被评为湖北省唯一一个生态学
一级重点学科和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

用水草为湖泊疗伤

为治理修复梁子湖，团队在梁子湖底
种植了 20 万亩水生植物。如今，梁子湖
内 80%的区域被水生植被覆盖，水下草
原清晰可见；湖水水质也整体恢复到Ⅱ类
水质，1/2 为Ⅰ类水质，除去洪淹的 2010
年和2016年，再未出现过Ⅲ类水质。

对梁子湖来说，团队是妙手“仁医”，
一次次治愈污染“重症”，恢复其原始生态
系统。濒临灭绝的蓝睡莲，只有在梁子湖
才能看到；对水质要求很高的中华桃花水

母，也在梁子湖安了家。
团队坚持冬季水底种草，此时种草效

果最好。这是近30年湖泊修复治理实践
得出的经验。湖泊修复治理原理是这样
的：湖底种下水草，通过光合作用，净化水
中的氮、磷等物质，而螺、虾、鱼、蟹等野生
水生动物，依托水草生存，如此一来，整个
湖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种水草治理湖泊、恢复湖泊的自然
生态系统，就像中医一样，是治本之道。”
于丹对于运用沉水植物构建“水下草原”
治理湖泊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多年的实
践，让他摸清了湖泊的“性格脾气”。

总结梁子湖的治理经验，团队提出了
全国湖泊治理“抓紧治‘小病’，分期治‘重
症’，保住‘生态本钱’”的新思路，得到了
中央领导批示，其中“一湖一策”更是上升
到国家层面的治理方针。

2001 年，浙江台州的水源地长潭湖
连续三年爆发蓝藻水华，得知团队能种草
治湖，便上门求援：“只要能治理好，多少
费用尽管开口。”于丹却说“只需付一点交
通成本”，从梁子湖运去的几万斤草分文
不取。此后三年，团队在长潭湖底种下了

“万亩草场”，此后该湖未再发生过蓝藻水
华事件。

近年来，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的专家
先后到岛上考察，纷纷表示：“梁子湖生态
站是世界上最好的水生生态站，希望能进
行长期合作研究！”

助力学科良性发展

27年坚守，于丹带领团队亲手种下一
株株水草，终让梁子湖享誉全球，世界自然
基金会成员称这里的水生植被为“水下原
始森林”。但在于丹心中，还有另一片林。

“今年我已经61岁了。我做的只是水
生植物研究的铺垫工作，希望这个学科能
够良性发展。一个人就算把梁子湖绣成
花鞋，没有接班人，那也等于零。”于丹说。

在于丹周围，会聚着一群可爱的战
友。团队主要成员有8人，大部分于学生
时代师从于丹，学成后依然留在导师身
边，将青春献给梁子湖。

副研究员、团队最年轻成员范书锋上
岛 11 年了。2007 年的一天，于丹打电话
给范书锋，希望他到观测站来做毕业设
计。范书锋想也没想，一口答应下来。

范书锋依然记得，从武汉大学到梁子
岛，换乘汽车、三轮麻木、渡船，颠簸大半
天到达目的地，发现自己与这里的氛围格
格不入。同一副庄稼汉模样的于丹相比，
他像是观光旅游的客人。接下来的日子，
挖土、搬缸、下水捞草⋯⋯跟他想象中的
研究生活相去甚远。

对于当初的决定，范书锋并不后悔。
“于老师的大半生都耗在梁子湖，这里是
他梦想萌芽的地方。他的梦想，也是我们
所有人的梦想。”

在岛上，如果看到戴着草帽、穿着长
袖的“农妇”给植物浇水，一定不要以为她
就是“农妇”；如果看到一脸淤泥的“农民”
深潜种水草，一定不要以为他就是“农
民”。他们不是老师，便是研究生。

于丹的儿子于海澔，也是团队成员之
一。“我从两三岁起跟着爸爸上岛，会说话
就开始认水草了。”于海澔笑言。

信念，让一个团队在孤岛坚守27年；
执着，换来一片生机盎然的水下草原；奉
献，感动着无数的后来者。一代又一代学
生，接过老师精神的手杖，在生态保护
的道路上求索远航。

27年坚守孤岛，种出水下“植物王国”
——武汉大学于丹教授团队探索生态治污“梁子湖模式”

通讯员 肖珊

科研探索

筹建10年之久的浙江大学艺
术与考古博物馆（以下简称浙大艺
博馆），2019年9月8日正式开馆，
9月9日起对社会公众开放。

这座矗立于紫金港校区的四
层混凝土砌块建筑以灰红为主色
调，给人以庄重之感。朴实的清水
灰砖又给人亲切之感，使观众不经
意间就进入馆内，在现代、极简的
空间中流连，徜徉历史的星汉。

开学后，浙大艺博馆将投入
到教学服务中，同时，博物馆的四
个展览也于开馆当日开幕。

让中国艺术史回家

艺术史在发达国家早已是一
门十分成熟的学科，国际著名的中
国艺术史学家方闻先生建立了中
国艺术史学科，致力于在西方世界
构建中国艺术史的话语体系。

作为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
科的主要创始人，反观祖国艺术史
学科的发展现况，方闻先生晚年有
一个心愿——让中国艺术史回家。

2008 年春天，方闻先生来到
浙江大学，出席了“艺术史与考古
学科建设讨论会”，为博物馆建设
选址、规划，为铭记方闻先生对中
国艺术史研究和浙大艺博馆建设
做出的重要贡献，博物馆中的图
书馆命名为“方闻图书馆”。

博物馆对大学、社会都承担
着美育的功能。人们通过参观古
代艺术品，提升对美的鉴赏能
力。“读不懂物，就发现不了实物
上所记载的文明史证据。只有学
术力量强了，我们才能掌握解释
权、话语权。”浙江大学艺术与考
古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楼可程说。

“专业论文发表在专业期刊，
‘曲高和寡，养在深闺’，公众没有
机会也没有太多能力读懂。”楼可
程说，艺博馆将提供一个学术知
识公众化的平台，高深的学术通
过直观的实物、图像展现走近社
会大众，报告厅也将向公众开放，
介绍研究者的观点与思想。

读懂青铜陶瓷、书法绘画

不做“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
少”的博物馆，浙大艺博馆从设计
之初就立志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探路，注重实物教学、以实物为证
据进行研究，让广大师生读懂青
铜器、陶瓷、汉唐书法、宋元绘画，
乃至古希腊雕塑、印象派绘画等
人类文明史上的艺术瑰宝。

楼可程介绍艺博馆的使命主
要表现在专业教学、全校的通识教
育和社会公众教育三大块。可以
这么说，对于文博乃至人文大类师
生，最好的教室在展厅和库房，博
物馆是教学中移动的“桃花源”。

浙江大学在设计艺博馆时，还
在思考一个重要的命题，即教育的
功能与方向，进而回答如何通过高
质量的通识教育塑造学生的共同
价值。“对于不同文明的侧面，每个
学生都应该去追求理解。我们希
望通过艺博馆提供高质量的通识
教育，全校学生把艺博馆当作大课
堂，来这里看展品，写作业。”浙大
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白谦慎介绍，
人文类的通识教育目前已经在规
划课程阶段了。

今年5月，浙江大学正式成立
艺术与考古学院，这也将为艺博馆
带来重要的学术支撑。白谦慎很
有信心，“浙大的优势在于有一支高
学术水平、高策展能力的研究团
队。”

楼可程说，博物馆是剧院，文
物是道具，核心演员是专业教师。
浙大艺博馆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人
才，“演什么戏、谁来演，需要专业教
师。”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浙大艺
博馆将聚焦全球教师，通过设立访
学基金，以更开放的办法，吸引更多
的人来“策一个展，开一门课”。

中国中心、全球脉络

目前，艺博馆的“镇馆之宝”
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的《西
亭记》残碑，这是由香港近墨堂书
法研究基金会捐赠的。据艺博馆
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复原推测，全
碑原高有 270 多厘米，四面环刻
楷书，碑阴上部浅刻有篆字“柳文
畅西亭记”，下部刻文字口清晰，
点画饱满而有锋棱。

大学拥有自己的博物馆，最
大的便利是什么？

“从收藏到展览都考虑两大
功能，一个是通识教育，一个是专
业教育。”参与建馆工作的浙江大
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缪哲说，
就是根据教学的要求摆设展品。

浙大艺博馆一方面要培养浙
大学生对本国文明的认识，深化
其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它也须培
养其多元文明意识，开阔其国际
视野。博物馆计划在 20 年内，
建立一个包含人类不同文明代表
性作品的教学收藏。

浙大艺博馆陈列的一部佛教
写经 《御愿经》 下卷，写就于日
本奈良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唐
代。全长 10.5 米，结体工整、
笔力遒劲，其上卷被日本正仓院
收藏，是重要的文物。

“我们的收藏原则是以中国
为中心、以全球为脉络。”楼可
程介绍浙大艺博馆的藏品思路，
是基于教学需求。在收藏策略
上，中国文物和艺术品一般依靠
捐赠和借用，主要购藏外国文明
艺术品，近期的购藏重点是东亚
和南亚文明。比如，开馆展览

“汉唐奇迹”就是从国内12个博
物馆，借了130多件文物，核心
思想是汉代到唐代中国造型艺术
的变化。除了借藏品之外，浙大
也希望更多社会人士能够为艺博
馆支持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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