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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概况简要描述 (主要包括学科内涵、研究内容)

(一 )学 科内涵

社会法是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七大法

律部门之一。国家立法机关认为,社 会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

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
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遵 循公平和谐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通 过国家和社会积极

履行责任,对 劳动者、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其他需要扶助的特殊人群

的权益提供必要的保障,维 护社会公平,促 进社会和谐。目前中国已制定社会法

方面的法律 18件 和大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社 会法已成为一个非常
庞大的体系。

社会法学就是研究社会法基础理论、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卫生法、教育法

等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重要法学学科。目前国内法学界对于社会法的界定尚有
一定争议,但社会法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内容和国家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的界定大

体吻合。国内社会法学界一般认为,社 会法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不同部分
之间的社会关系,为 解决社会问题而制定,以 社会利益为本位,强 调保护弱势群

体利益实现实质正义,其 规范具有公法和私法交叉融合并质变的特性,由 此区分

于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和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也明显区分于以实现整体经济

利益为普遍性主旨的经济法。

(二 )研 究内容

社会法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包括:

1.社 会法总论 (社会法基础理论)

社会法总论方向的研究内容包括社会法的界定、理论基础、特征、地位及与
l



其他法的关系、基本原则、法律渊源、体系、基本范畴 (包括社会法主体、社会

法权利、社会法义务、社会法法律责任、社会法实施机制及公益诉讼)等 内容。

2.劳 动法

劳动法方向的研究内容包括劳动就业、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劳动基准、劳

动监察、劳动争议处理等劳动法律制度。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和与劳动关系有

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 (又称附随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劳动关系包

括以劳动合同为中心的个别劳动关系和以集体合同为中心的集体劳动关系。附随

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市场服务关系、劳动行政关系、劳动争议处理关系等。

3.社 会保障法

社会保障法及慈善法方向的研究内容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社会优抚、特殊弱势群体保护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是指国家立法强制

规定的,由 国家和社会出面举办,对 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

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旨 在保障公民个人和家庭基本生

活需要并提高生活水平,实 现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的制度。

4.卫 生法

卫生法方向的研究内容包括公共卫生、医事、药事、医疗保障等医疗卫生法

律制度。卫生法学包括广义卫生法学和狭义卫生法学。狭义卫生法学是专门研究

医疗卫生法律及其规律的学科,是卫生法学的核心,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医疗卫

生法的本质和渊源、范畴和内容、地位和价值、创制和实施等。广义卫生法学除

研究医疗卫生法律外,还研究其他法律如食品卫生法、环境卫生法、劳动卫生法、

体育法中如何保护人类健康的法律问题,其 外延十分宽泛。

社会法学科未来还将逐步发展社会公益组织法、教育法和慈善法等研究方向

的内容。

该学科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简介

学术带头人:

赵红梅,女 ,汉 族,19“ 年5月 生,现 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

法研究所所长、教授。1985年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大 学学历,学 士

学位。1985年 起于留校任教,历 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gg年 起任环

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zO02年 起任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导师。⒛∞ 年起任我校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所长 (分管教学工作)。

⒛Og年 至今任我校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所长。

赵红梅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突出。她在对待学术研究兴趣浓厚 (不功利)、

科研态度端正、科研作风勤勉并自觉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她 从事学术研究不但创

新能力强(她的代表性学术专著和每1篇 学术论文都有唯一的创新性核心观点一

一命题),而 且命题都经过严谨充分的论证。她历经 15年 研究构建出的独立于

公法与私法外的第三法域之社会法基础理论范式,以 社群主义为政治哲学基础,



建构了独特的社会法主体、权利、义务、法律责任以及实施机制等基本范畴,其

关键词为集体之人、集体权利、义务重心、集团公益诉讼等,这 一理论创新为社

会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国内社会法学界已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

响力。2003年 至今,她 在 《中国法学》等发表了权威期刊论文 3篇 ,在 《中外

法学》等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20余 篇,论 文被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
9次 。她的代表性学术专著 (独著 62万 字)2010年 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 至今,她 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科研奖 1项 ,获 中国

法学会科研奖3项 ,获 民商经济法学院科研奖6项 (三次获得民商经济法学院秋

季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

她在教学改革和教书育人方面的表现也较为突出。⒛03年 至今,她承担了3

项我校校级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发 表了3篇教改论文。她指导本科生获
“
学术十

星
”1次 、“

挑战杯
”2次 ;她 指导研究生获

“
学术新人”1次 、全国优秀法律硕

士论文 1次 、全国法学专业研究生企业法务征文奖 1次 、中国法学会征文奖 1

次、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年会青年优秀论文评选奖1次 ;她 指导本科生获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1项 和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

项目2项 ;她 指导研究生获我校创新基金项目3项 。2009年 至今,她 先后为我

校本科生、研究生举办学术或专题讲座及学术沙龙⒛余场(含连续5年举办
“
研

究生学术论文写作指导讲座
”)。她连续担任我校学术十星、学术新人、法硕之星、

大学生辩论赛、天坛杯、探索杯、非诉律师、模拟法庭竞赛的评委。她 2005年

和 2009年 获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奖,2013年 获中国政法大学优秀研究生指导

教师奖,⒛ 15年 获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学奖。

她的研究处于社会法基础理论研究领先的学术地位,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和有

关部门一定的认可。zO09年 至今,她 应邀参加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有关部

门的立法、实践研讨会 100余 次,大 部分都担任了主持人、发言人或评议人。她

作为主讲人先后应邀赴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8所 高校举办社会法理论学术

讲座。她参与了20余 部全国和地方性社会立法的起草或修改论证。她受聘担任

中央统战部信息联络员、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住建

委房地产市场专家顾问团委员,北 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她在社会法学科建设发展的组织管理方面可谓既有理想和魄力,也有能力和

思路。⒛09年 至今,她 在担任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期间,带 头踏实实干建立健全

各种规章制度,如研究所内部财务公开制度和年终详细总结制度,此次申报独立

法学二级学科就得益于近5年每年1万余字的研究所年终总结记载下所有的准确

信息。她带领研究所全体教师精诚合作,一 步一个脚印积极进取、努力开拓。近

5年 ,以 研究所名义主办专题学术会议共计15次 ,同 时积极拓展国际学术交流,

与美国、瑞典、比利时、希腊、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境外大学、研究机构开

展了一系列请进来、走出去的交流研讨活动,还与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同组建了
“五家政法大学社会法联盟

”,开

展了多项学术交流合作。经过5年多的发展,社会法研究所已经从民商经济法学

院一个科研力量相对薄弱和很少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研究所,成长为科研

成果较为丰硕和经常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研究所。



学术梯队:

王广彬,男 ,1961年 4月 生,法 学博士,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

研究所副教授,中 国政法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

金英杰,女 ,19ω 年 12月 生,法 学学士,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

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赵廉慧,男 ,19⒕ 年 7月 生,法 学博士 (日本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后),中 国政
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副教授

翟宏丽,女 ,1968年 7月 生,法 学博士 (美国匹茨堡大学法学博士后),中 国

政法大学校医院副主任医师,中 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胡彩霄,女 ,19ω 年4月 生,法 学学士,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李娟,女 , 1966年 4月 生,法 学博士,中 国政法太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杨飞,男 ,19"年 1月 生,法 学博士,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

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徐妍,女 , 19优 年 1月 生,法 学博士 (社科院财贸所经济学博士后),中 国政
法太学比较法学院副教授

陆伟丰,男 ,196年 7月 生,法 学学士,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

研究所副教授

郭忠臣,男 ,19⒍ 年 11月 生, 法 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

研究所讲师

张春丽,女 ,19眨 年 8月 生,法 学博士,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

研究所讲师

兼职教授:

张建华,男 ,1959年 生,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工交商事法制司司长,中 国政法大

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兼职教授

彭高建,男 ,19⒆ 年 6月 生,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社会管理法制司副司长,中 国

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兼职教授

余明勤,男 ,1957年 生,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副司长,中 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兼职教授

汪建荣,男 ,1959年 生,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国

家卫生监察专员 (正司局级),中 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兼职教授

郭军,男 ,19⒍ 年 1月 生,中 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中

国政法太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兼职教授



该学科培养方案 (含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主要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要求)

(一 )培养目标

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培养具有较高的思想品质,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敬业精神,能够系统掌握社会法的理论和制度,至少掌握一门外语作为工

具,具 有学术研究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专业法律人才。

(二 )课程体系

依照教育部和学校的相关规定及本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社会法学硕士研究
生课程体系的设计方案如下:

硕士研究生课程学分不少于34学分,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跨学科和以同

等学力考取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学分不少于38学分 (补修 4学 分),总 学分不少
于佃 学分。

l。学位公共课 (计 10学分)

(1)马 列经典著作选读:4学 分 108学时

(2)第 一外国语:4学 分 144学时

(3)专 业外语:2学 分36学 时
2.学 位专业课 (共 4门 12学分):

(l)社 会法总论 (基础理论),3学 分M课 时,赵 红梅、王广彬、杨飞、

张春丽等讲授

(2)劳 动法学:3学 分M课 时,金 英杰、胡彩霄、陆伟丰、郭忠臣、杨飞

等讲授

(3)社 会保障法学:3学 分M课 时,王 广彬、金英杰、胡彩霄、陆伟丰、

张春丽、杨飞等讲授

(4)卫 生法学:3学 分“课时,翟 宏丽、赵红梅、赵廉慧等讲授
3.选 修课 (共 12门 ⒛ 学分,学 生需修满10学分):

(1)慈 善法:2学 分36课 时,赵 廉慧讲授
(2)特 殊群体保护法:2学 分36课 时,赵 红梅、胡彩霄、陆伟丰、李娟、

杨飞等讲授

(3)比 较劳动法:2学 分36课 时,金 英杰、胡彩霄、陆伟丰、郭忠臣等讲

授

(4)劳 动法经典案例分析:2学 分36课 时,金 英杰、胡彩霄、陆伟丰、郭

忠臣等讲授

(5)劳 动法诊所:2学 分36课 时,金 英杰、胡彩霄、陆伟丰、郭忠臣等讲

授

(6)比 较社会保障法:2学 分36课 时,金 英杰、张春丽、杨飞等讲授
(7)社 保基金投资监管法:2学 分36课 时,张 春丽、赵廉慧等讲授

(8)药 事法:2学 分36课 时,翟 宏丽等讲授

(9)公 共卫生法:2学 分36课 时,翟 宏丽等讲授

(10)全 球卫生法:2学 分36课 时,翟 宏丽等讲授



(11)卫 生法经典案例分析:2学 分36课 时,翟 宏丽等讲授
(12)社 会法前沿:2学 分36课 时,轮 流讲授。
4.读 书报告 (计 2学 分)

在学期间在本学科范围内写作的读书报告要达到本学科的特殊要求(见后)。
5.补 修课 (计 4学 分)

(1)民 法学:2学 分36学 时
(2)行 政法学:2学 分36学 时
6.学 年论文 (2学 分)

应在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分别提交一篇 10OO0字 以上的学年论文或 50O0字

以上的高水平调研报告,经导师评阅和导师组内部陈述和评(见后)后计2学分。
7.社 会实践

属于应届生的必修环节,由 导师、导师组、学科和学院组织落实,共 36学

时,不 计学分。

(三 )主 要培养环节
l。培养环节的设置与要求

培养环节包括授课、考试、读书、讲座、实践、论文等。

硕士研究生基准学制为三年。提前完成培养计划,成 绩特别优秀的,可 以申

请提前一年毕业。

培养方向包括社会法总论、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卫生法等。

2.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特色措施

在不与学校、学院相关制度根本冲突的前提下,本 学科准各采取学科整体

培养、导师组联合培养和导师个人有针对性指导
“三结合

”
的研究生培养方式,

以避免出现除上课外,基 本都是由导师一对一针对研究生单独培养指导,个 别

不负责任的导师因无为而治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的情形出现。社会法学科

将以规范化的制度来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具体包括:

(1)在 导师与研究生确立指导关系环节,于 学科整体层面,加 强导师之间

的沟通协调,既 尊重研究生选择导师的权利,也避免出现研究生过于集中由某几

个导师指导,大部分导师带不上研究生的局面出现,争取每 1名 导师每年至少带

上1名研究生。同时,根 据专业的4个研究方向,建 立相应的导师组,实 行导师

组联合培养研究生与导师一对一有针对性培养研究生相结合。

(2)在 研究生培养环节,于 学科整体层面,建 立学术研究方法的集中专门

训练 (包括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学术规范的教育)机制,从 一开始就在全学科

范围内全面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树立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学术道德意

识。于学科整体层面,建 立研究生读书会机制。导师轮流参与研究生读书会为其

应履行的学术义务,同 时要求研究生每学期必须阅读一定数量(高于学校规定的
2年 2篇 )的学术书籍并写作读书报告。建立研究生自主举办研讨会或学术沙龙

机制。除原则上要求研究生积极参与学科整体或导师组主办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沙

龙勤于听讲座外,还鼓励研究生自主举办研讨会或学术沙龙,就重大社会法理论

问题、前沿问题、热点问题或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的研讨,以 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

力和表达能力。研究生可以邀请学科方向对田的导师参加活动并点评。



(3)导 师与研究生确立指导关系后,导 师除应履行学校学院规定的职责外

还应履行哪些社会法学科内部职责要形成学科自治规则,自治规则一旦确立导师

都应遵守,认 真履行培养研究生的神圣职责。

(4)研 究生在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分别提交的学年论文或高水平调研报告,

除了依学校规定经导师评阅外,还需经导师组内部陈述评议,不合格的学年论文

必须修改重新陈述评议。

(四 )提 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特色措施

在不与学校、学院相关制度根本冲突的前提下,于学科整体层面采取提高研

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特色措施。具体包括:

(1)学 位论文开题由导师组负责统一安排进行,以 集体智慧控制好论文的

选题。论文要有命题而非泛泛地研究某一个领域。选题要新颖,避 免确定重复而

无新意的选题。选题要有理论价值或实践意义,避免因选题理论过于抽象而能以

完成或者因过于实用而缺乏理论深度的问题出现。

(2)于 导师组层面,建 立统一的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机制。便于正式答辩

前研究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修改完善论文,最 终顺利通过答辩。

(3)于 学科整体或导师组层面,建 立学位论文未获评阅或答辩通过集体反

思研讨机制,藉 此`总结经验教训,改 善研究生培养和指导方案。

学术委员会意见

注:本 表可另加附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