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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教授简历

柏桦，男，北京市人，1953 年 4 月出生，自 1979 年始，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

大学、日本大阪大学学习和工作，先后获得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指导教师：韦庆远教

授）、历史学博士（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指导教师：王锺翰教授）、文学博士（日本大阪大学，

指导教师：滨岛敦俊教授），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日本和歌山

大学经济学部非常勤讲师，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客员研究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周恩来政府

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省昆仑学者，天津市优秀法学家，现任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双聘教授。主要专业：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律制度

史。主要兼职：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

主要论著：《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明清州县官群体》，《中国政治制度史第 3版》、《中

国古代刑罚政治观》、《柏桦谈明清奇案》等 30部专著及各类刊物发表论文 150余篇。

著作:
1．《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5 月（韦庆远主编，拙参加编写）。

2．《中国政治制度辞典》，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 年 3 月（刘国新主编，副主编、撰写人）。

3．《中国帝王宫——宫省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台湾华世出版社，1992 年 6 月。

4．《三国志官名集释》，台湾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92 年 6 月。

5．《中国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 12 月（韦庆远主编，拙参加编写）。

6．《三十六计全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年 6 月（主编、主要撰写人）。

7．《天子·帝宫·政道—中国古代宫省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 月。

8．《庆祝王锺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 年 6 月

（主编）。

9．《中国官制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年 9 月（与韦庆远教授合著，350 千字）。

10．《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1 月（398 千字）。

11．《明清州县官群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300 千字）。

12．《中国政治制度史第 2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 月（教育部指定教材，与

韦庆远教授合编著，862 千字）。

13．《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1 月（主编，3421 千

字）。

14.《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人民出版社，2008 年 2 月（290 千字）。

15.《柏桦谈明清奇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 月（200 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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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政治制度史第 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 月（585 千字）。

17.《宫省智道》，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 年 7 月（150 千字）。

18.《明清律例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 月（355 千字）

19.《柏桦讲明清妙判》，东方出版社，2013 年 5 月（445 千字）

20.《徽州民间私约研究及徽州民间习惯调查》，法律出版社，2014 年 6 月（344 千字）

21.《父母官：明清州县官群相》，新华出版社，2015 年 9 月（470 千字，独著）

22.《柏桦谈朱元璋御案》，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年 4 月（220 千字）

23.《清王朝涉藏刑事案件处理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5 月（386 千字）。

24.《罪与罚——柏桦说明清律例》，万卷出版公司，2017 年 7 月（280 千字）

25.《柏桦讲明代奇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年 11 月（420 千字）

26.《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1 月（380 千字）

27.《柏桦说三十六计与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万卷出版公司，2018 年 7 月（1440 千字）

28.《清代律例汇编通考》，人民出版社，2018 年 11 月（4996 千字）

29. 《柏桦讲清代奇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 5 月（225 千字）

30. 《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年 9 月（320 千字）

论文：

1．《西汉三工官》载《西北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2．《丞相设置始末》载《历史知识》1984 年第 6期。

3．《如何确立中国文官制度概念》载《光明日报》1990 年 2 月 21 日。

4．《中国封建皇帝的名位制度》载《文史知识》1990 年第 10 期。

5．《论清代知县出身与康雍乾时期的用人政策》载《史学集刊》1990 年第 4期。

6．《中国古代秘书体制》载《秘书工作》1991 年第 5期。

7．《试论明代州县官吏》载《史学集刊》1992 年第 2期。

8．《中国古代重要文书——诏敕与奏章》载《档案学通讯》1992 年第 4期。

9．《历史档案和明清史专家——韦庆远》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 年第 5 期

10．《『明史研究专刊』与发行人吴智和》载《史学集刊》1994 年第 1 期。

11．《台湾归来话档案》载《北京档案》1993 年第 1期。

12．《明代知县的关系网》载《史学集刊》1993 年第 3 期。

13．《论清代文官制度》载《求是学刊》1994 年第 2期。

14．《从历史档案看清代对州县官吏的惩处制度》载《北方论丛》1994 年第 4 期。

15．《明代州县官吏惩处规制刍议》载《明史研究》第 4 辑，黄山书社，1994 年 12 月。

16．《明代州县衙署建制与州县政治体制》载《史学集刊》1995 年第 4期。

17．《从『令梅治状』看康熙年间的县政》载《史学集刊》1997 年第 1期。

18．《明代州县官施政及其障碍》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期 （ 人 大 报 刊 资

料·历史类，1998 年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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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传主行为与史书传记——以老小于成龙为例》载《庆祝王锺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

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 年 6 月。

20.《大陆地方档案、博物馆与地方志的编纂》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9 年 6 月。

21.《明代州县行政地位与运行机制》载《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9 年 7 月。

22.《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明代州县官施政的影响》载《明史研究》第 7 辑，黄山书社，2001

年 8 月。

23.《明代的律例与收继婚风俗》载《南开大学法政学院学术论丛 2001》，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

24.《明代州县官的施政心理及其特点》载《明清论丛》第 3 辑，紫禁城出版社，02 年 5 月。

25.《明代州县官吏设置与州县政治体制》载《史学集刊》2002 年第 3期。

26.《礼刑与富贵：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载《政治与法律》2002 年第 4 期。《人民大学报

刊资料·法理学》2003 年 1 期转载。（法学类核心期刊，合著，第 1 作者。此文收入论文集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文化》法律史论丛第九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版。）

27.《明清州县的监狱》载《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

28.《明代州县改置与州县政治体制》载《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期。

29.《明清司法审判中的“六滥”现象》载《 清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30.《“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困惑》载《学术界》2003 年 3 期。《高等学校

文科学报文摘》，2003 年 4 期转载。

31.《明代州县官的政治权术和手段》载《明清论丛》第 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 6 月。

32.《从收继婚风俗看明代律例》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 年 3 期。

33.《清代州县政治体制的特色》载《南开大学法政学院学术论丛 2004》，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4 月。载《清史论集》，人民出版社，2006 年。

34.《西方法资源系统化与中华法资源深入化》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 年 2 期。

35.《明清州县官的政治经济待遇》载《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 年 3 期。

36.《明代州县官个案分析之二》，载《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

社，2003 年 9 月。

37.《新编中国法制史刍议》，载《法史思辩》，法律出版社，2004 年 11 月（与侯欣一合著）。

38.《从“老英雄悲剧”谈起》，载《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

法制出版社，2005 年 1 月

39.《午门与明清献俘礼》载《紫禁城》2005 年第 3期。

40.《中国古代国家安全制度刍议》，载《国家安全学刊》2003 年第 1 期

41.《公罪与私罪——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载《政治与法律》2005 年第 4 期。《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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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资料·法理学》2005 年 11 期转载。

42.《再谈中国古代国家安全制度》，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

43.《中国古代官员激励机制研究》载《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年 4 月。

44.《徽州传统民间契约与人民调节》载《安徽司法》2005 年第 6期。

45.《礼制与致仕制度》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 1 期。

46.《“情理法”与明代州县审判》载《学习与探索》2006 年 1 期。

47.《中国古代监察方法及特点》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 年 2 期。

48.《滥设与额设――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载《法律文化研究》第一辑，第 55－74 页，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9 月。

49.《宗教与邪教――明清时期刑罚政治观》载《西南大学学报》2007 年 1 期

50．《明代州县行政运行机制的特点》载《天津社会科学》2007 年 1 期

51．《明清“滥设官吏”罪》载《史学集刊》2007 年 2 期。《人民大学报刊资料·明清史》

2007 年 5 期转载。

52.清代州县司法与行政――黄六鸿与《福惠全书》载《北方法学》2007 年第 3期

53.《明清“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罪与豪强行贿》载中国法律史学会编：《中国文化与法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4 月。

54.《明代赐尚方剑制度》载《古代文明》2007 年 5 期。

55.《论清代的“违禁取利”罪》载《政法论丛》2007 年 4 期。（《人民大学报刊资料·法理

学、法史学》2007 年 12 期转载）。

56.《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 1980-2006 年大陆学者研究为例》载《北

方法学》2008 年第 3期。（《人民大学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8 年 8 期转载）

57．《明清州县的行政权力构成》载《网络财富》2008 年第 4期。

58.《论清代律例规定的治安防范体系》载《贵州社会科学》2008 年 10 期，10 月 20 日。《中

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 年第 1期摘载 3400 字。

59.《明清“收养孤老”律例与社会控制》，载《西南大学学报》2008 年 6 期，11 月 15 日，

新华文摘（半月刊）2009 年第 3 期总第 423 期摘载 4400 字。《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9

年 1 期摘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09 年第 1期转载

60. 《清代律例成案的适用——以“强盗”律例为中心》，载《南开法律评论》总第四期，

2009 年。

61．《清代律例规定的民间组织治安责任》，载《学习交流》，2009 年第 1 期。

62．《清代律例规定的官方治安责任》，载《西南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期。

63.《明代“壬寅宫变”释疑与司法程序》，载《故宫学刊》2008 年总第 4 期。

64.《户绝与财产继承：清代民事审判中的情理法》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65．《清代民间组织在社会治安中的责任与作用》载《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 2

http://lsg.cnki.net/grid20/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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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66. 《清代的借贷与规制“违禁取利”研究》载《南开经济研究》2009 年第 2 期。

67.《清代律例成案的适用——以“强盗”律例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09 年第 8 期。

（《人民大学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9 年 12 期转载）

68.《清代律例规定的官方治安责任》载《晋阳学刊》2009 年第 4期。

70.《从公罪私罪区分看明代官场政治》载《中西法律传统》（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

71.《明清州县监狱的牢头》载《古代文明》，2010 年第 2期。

72.《明清州县狱囚脱逃的法律规定》载《西南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期。

73.《明清州县陋规的存留与裁革》载《史学集刊》，2010 年第 3 期。

74.《明清州县狱囚劫狱与反狱》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 年第 4期。

75．《明清州县的狱具及陵虐罪囚》载《北方法学》，2010 年第 4 期

76.《明清州县监狱的督查制度》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期。

77.《明清州县监狱的督查制度》载《政法论丛》2010 年第 3期，2010 年 6 月。

78．《明清州县狱囚越狱处罚及责任》载《明史研究》第 11 辑，黄山书社，2010 年 9 月。

79.《皇者煌煌——皇帝名号》载《紫禁城》，2010 年第 8期。

80.《谥者行迹——皇帝谥号》载《紫禁城》，2010 年第 9期。

81．《庙以藏主——皇帝庙号》载《紫禁城》2010 年第 10 期。

82.《陵以叙世——皇帝陵号》载《紫禁城》，2011 年第 3期。

83.《年以为纪——皇帝年号》载《紫禁城》2011 年第 1期。

85.《乳臭儿娶妙龄女的悲剧》载《人民法院报》2006-11-3

86.《行刑七打》载《人民法院报》2006-12-1

87.《掌刑皂隶的生财之道》载《人民法院报》2006-11-10

88.《钉封文书小 内里乾坤大》载《人民法院报》2006-12-15

89．《明清州县陋规收入刍议》载《明清论丛》第 10 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 8 月。

90. 《明清州县的狱囚衣粮》载《贵州社会科学》2011 年第 8期。

91. 《清代抄家案件与抄没法律》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期。

92. 《朱元璋与空印案》载《紫禁城》2011 年第 5 期。

93.《悼恩师韦庆远教授》载《明代研究》第 14 期，台北 2010 年 6 月。

94.《紫禁城建筑的政治内涵》载《故宫学刊》2011 年总第 7期。

95.《洪武年间大明律的编纂及其适用》载《现代法学》2012 年第 2 期。

96.《榜谕与榜示——明代榜文的法律效力》载《学术论坛》2012 年第 2 期。

97.《清代籍没律例与抄家档案》载《盛清社会与扬州研究》，台湾远流公司，2011 年 11 月。

98. 《以惩治贪污为名——朱元璋与郭恒案》载《紫禁城》2012 年第 8期，8 月 20 日。

99.《明代的夜不收军》载《古代文明》2013 年第 1期，2 月 15 日。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11&filename=GZSK201108023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11&filename=XBSW201104013
http://dlib.edu.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11&filename=ZIJC2011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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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尽信档不如无档》载《检察风云》2012 年第 24 期。

101.《清代的上控、京控与叩阍》载《史学集刊》2013 年第 2期，3 月 15 日。

102.《清代涉藏民刑案件研究综述》载《西南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 期，3月 20 日。

103.《朱元璋挑剔文字》载《紫禁城》2013 年第 2 期，2月 20 日。。

104.《古代地方官设置与管理智慧》载《贵州社会科学》2013 年第 2 期，6 月 1日。《高等

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13 年 4 期摘载卡片。

105.《清代藏族法制研究述评》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 期，5月 15 日。

106.《明代《诸司职掌》的性质》载《明史研究专刊》第 17 期，2013 年 6 月。

107.《明代的常礼与应用》载《故宫学刊》2013 年总第 9期，2013 年 9 月。

108.《清代的京控与叩阍》载《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2013 年 8 月，中央民

族大学出版社，独著（第 136—145 页）。

109.《记锺翰师台湾行》载《想念王锺翰》，新世界出版社，2013 年 8 月，第 165—172 页。

110.《论嘉庆时期对青海藏族与蒙古族之间抢劫牲畜案的处置》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期。

111.《清代叩阍与京控》，载《贵州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

112.《明清溺毙子女现象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113《论明代《诸司职掌》载《西南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

114.《清代甘青川藏区的行政体制》载《民族宗教研究》第 3 期，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 12 月。

115.《明代对武当山的管理》载《故宫学刊》2014 年总第 11 辑。

116.《明清官员俸禄——兼论高薪养廉》载《法制研究》2015 年第 2 期。

117. 《古代民众对待“父母官”：期望、失望、再期望》载《北京日报理论版》，2015 年 11

月 16 日。

118.《官民相得社会治安体系的构建》载《战略与管理》2015 年第 6 期。

119.许颖《清代文官行政处分程序研究·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12 月。

120.崔永生《察间至酷的王朝-清代反间谍制度研究·序言》，人民出版社，2013 年 2 月。

121.胡兰玲《政府采购中供应商权利保障研究·序言》，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年 8 月。

122.徐明一《清代六科行政监控机制研究·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123. 明代闸坝官刍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期。

124. 明代宣慰与宣抚司，《西南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

125. 历代便宜权的授予，《史学集刊》2016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 年第 7

期。

126. 论明代府县之关系，《河北学刊》2016 年第 1 期

127.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人民日报》理论版 2016 年 1 月 11 日

128. 论《周易》的犯罪学说《政法学刊》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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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正法与就地正法考，《社会科学辑刊》2016 年第 3 期。

130. 论中国古代官设救助机构的得与失，《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 期。

131.枭首与死刑制度，《湖北科技大学学报》，2016 年第 4期。

132.论清代青海司法的“因俗而治”，《青海民族研究》2016 年第 3 期。

133.明代科道官行取制度兴起与衰落，《西南大学学报》2016 年第 6 期。

134.清王朝罪犯发遣新疆制度，《社会科学辑刊》2017 年第 1期。

135.朝鲜初年经国典与大明律，《学术与探索》2017 年第 2 期。

136.明代旗牌制度《古代文明》，2017 年第 1 期。

137.明代的考语与访单《西南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

138.论明代宫廷法规，《故宫学刊》，总十七辑，2016 年 12 月。

139.明代职官有犯的诉讼，《明史研究论丛》，总十五辑，2016 年 11 月。

140. 中国古代官吏奖惩制度与现代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7 年第 4 期。

141.明代职官有犯之诉讼，《河北学刊》2017 年第 3期。

142.高金《明代奸党罪研究·序言》，人民出版社，2017 年 12 月。

143.闫文博《清代仓库律例研究·序言》，法律出版社，2017 年 11 月。

144.官民相得——清王朝灾荒赈济的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 105-111.

145.论“投匿名文书告人罪”，《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期 5-11.

146.明代职官奏请取问制度《西南大学学报》，2018 年第 4 期。

147.古代监察制度演进中的历史经验《南國學術》（澳门），2018 年第 2期。

148.中国古代的专杀权与专杀罪《史学集刊》，2018 年第 6 期。

149.论明清私阉律例，《西部史学》第 2 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0 月。

150.韦庆远先生传略，《韦庆远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 年 9 月。

151.中国古代退休制度与思考，《中国人事科学》，2018 年第 8期。

媒体：

2006 年 4 月 22 日－7月 12 日，中央电视台第 12 套节目《法律讲堂》之《故事与法》节目

做《情理法的碰撞》播放 19 集，录 26 集。

2009 年 10 月，在爾雅學術視頻錄制《中國政治制度史前沿問題研究》30 節課。

2012 年 10 月，在超星视频录制《中外法律文化比较》课程。

2011 年 5 月 11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第 12 套节目《法律讲堂（文史版）》播放《明清妙判》，

录制于 4月中旬，播放 80 集（次）。2012 年起录制《明清奇案》。截止 2014 年 12 月 9 日，

播放 146 集（次）。二者共计播出 226 集（次）。2014 年 4 月起录制《明清御案》。截止 2018

年 8 月，三组节目共计播放 404 集次。

20110511 明清妙判·无赖窥浴【1】

20110512 明清妙判·雅贼偷花【2】

20110513 明清妙判·赌徒卖姐【3】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3&CurRec=6&recid=&FileName=QHMJ201603034&DbName=CJFDTEMP&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Navi/ScdbBridge.aspx?DBCode=CJFD&BaseID=QHMJ&UnitCode=&NaviLink=%e9%9d%92%e6%b5%b7%e6%b0%91%e6%97%8f%e7%a0%94%e7%a9%b6
http://cctv.cntv.cn/lm/falvjiangtang/20110511/107603.shtml
http://cctv.cntv.cn/lm/falvjiangtang/20110513/105966.shtml
http://cctv.cntv.cn/lm/falvjiangtang/20110512/1076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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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8 明清妙判·冒婚行凶【4】

20110610 明清妙判·顶凶买命【5】

20110611 明清妙判·赌徒卖亲【6】

20110612 明清妙判·恶吏诬盗【7】

20110707 明清妙判·雅贼窃花【8】

20110708 明清妙判·风水杀人【9】

20110709 明清妙判·两姓械斗【10】

20110710 明清妙判·婉姑抗婚【11】

20110711 明清妙判·断舌疑凶【12】

20110712 明清妙判·顶凶赎命【13】

20110802 明清妙判·业师救徒【14】

20110803 明清妙判·病妇藏赃【15】

20110804 明清妙判·撮合鸳鸯【16】

20110805 明清妙判·解元争妻【17】

20110806 明清妙判·离奇命案【18】

20110822 明清妙判·一女三嫁【19】

20110823 明清妙判·血亲复仇【20】

20110824 明清妙判·同窗陨爱【21】

20110825 明清妙判·女变男尸【22】

20110826 明清妙判·心疑祸起【23】

20110918 明清妙判·朱砂染骨【24】

20110919 明清妙判·夺妻杀夫【25】

20110920 明清妙判·奸夫杀奸【26】

20110921 明清妙判·新郎投河【27】

20110922 明清妙判·深山泣妇【28】

20110923 明清妙判·船户谋财【29】

20110924 明清妙判·乌鸦鸣冤【30】

20110925 明清妙判·替婚行凶【31】

20110926 明清妙判·顶凶换命【32】

20111018 明清妙判·风水害人【33】

20111019 明清妙判·两族械斗【34】

20111020 明清妙判·凶案迷踪【35】

20111021 明清妙判·失银投江【36】

20111022 明清妙判·移尸嫁祸【37】

20111023 明清妙判·仙姑显拙【38】

20111024 明清妙判·抗婚寻死【39】

20111025 明清妙判·老店欺客【40】

20111026 明清妙判·断舌疑案【41】

20111210 明清妙判·解元夺妻【42】

20111211 明清妙判·替父报仇【43】

20111212 明清妙判·业师鸣冤【44】

20111213 明清妙判·新婚之劫【45】

20111214 明清妙判·婆媳之怨【46】

20111215 明清妙判·女婿杀婢【47】

http://news.cntv.cn/law/20110608/108606.shtml
http://cctv.cntv.cn/lm/falvjiangtang/20110610/107995.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611/104752.shtml
http://news.cntv.cn/law/20110612/103634.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707/10965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708/109955.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709/106438.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710/106548.shtml
http://cctv.cntv.cn/lm/falvjiangtang/20110711/108908.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712/108755.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802/11045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803/11122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804/11917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805/115226.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806/10625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822/110699.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823/11441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824/110642.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825/11157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826/111202.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918/106159.shtml
http://news.cntv.cn/law/20110919/11118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920/118926.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921/11254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922/11321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923/111382.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924/10539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925/10430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0926/10943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018/11134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019/112708.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020/11398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021/11135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022/106559.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023/10456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024/11119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025/112382.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026/11577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210/112274.shtml
http://news.cntv.cn/law/20111211/112651.shtml
http://news.cntv.cn/law/20111212/115629.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213/115358.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214/114855.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215/1174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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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6 明清妙判·一婚三命【48】

20120110 明清妙判·同窗殉情【49】

20120111 明清妙判·断头疑云【50】

20120112 明清妙判·染骨迷案【51】

20120113 明清妙判·三夫争妻【52】

20120114 明清妙判·风雨易妻【53】

20120115 明清妙判·孪生反目【54】

20120208 明清妙判·庆云寺血案【55】

20120209 明清妙判·蟒蛇护金【56】

20120210 明清妙判·驴雪奇冤【57】

20120211 明清妙判·山鸡告状【58】

20120212 明清妙判·灵猪破案【59】

20120213 明清妙判·鼠露贼赃【60】

20120214 明清妙判·乌鸦喊冤【61】

20120215 明清妙判·抢妻杀夫【62】

20120216 明清妙判·新郎跳河【63】

20120217 明清妙判·妇泣深山【64】

20120311 明清妙判·无赖偷窥【65】

20120312 明清妙判·赌徒卖亲【66】

20120313 明清妙判·婉姑抗婚【67】

20120314 明清妙判·婆媳之怨【68】

20120315 明清妙判·仙姑显拙【69】

20120507 明清妙判·蟒蛇护金【70】

20120509 明清妙判·山鸡告状【71】

20120510 明清妙判·灵猪破案【72】

20120511 明清妙判·鼠露贼赃【73】

20120512 明清妙判·孪生反目【74】

20120514 明清妙判·三夫争妻【75】

20120609 明清妙判·猿猴索仇【76】

20120611 明清妙判·小牛认母【77】

20120612 明清妙判·义犬报恩【78】

20120613 明清妙判·嫁妻复归【79】

20120614 明清妙判·智破贼奸【80】

20120721 明清奇案·新婚突变【81】

20120723 明清奇案·六指冤案【82】

20120724 明清奇案·干尸悬案【83】

20120725 明清奇案·四女集体上吊之谜【84】

20120726 明清奇案·死婿生还【85】

20120727 明清奇案·女尸疑云【86】

20120728 明清奇案·杀妻的代价【87】

20120730 清明奇案·谁是下毒凶手【88】

20120731 明清奇案·梅知县审树【89】

20120907 明清奇案·无血刀痕【90】

20120908 明清奇案·西瓜诉冤【91】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11216/12067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110/11605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111/11692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112/116316.shtml
http://news.cntv.cn/law/20120113/117879.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114/112091.shtml
http://cctv.cntv.cn/lm/falvjiangtang/20120115/11443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208/115248.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209/116166.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210/114649.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211/112224.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212/11216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214/100676.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215/100876.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216/100374.shtml
http://news.cntv.cn/20120217/10982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217/12405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311/12147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312/124715.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313/12342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315/10017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315/124339.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507/116468.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510/10007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511/10002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512/10004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513/100015.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515/100006.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610/10005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612/100096.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613/10001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613/11502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615/10034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722/100079.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723/11679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725/10027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726/100076.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727/10002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728/100005.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729/100084.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731/100021.shtml
http://news.cntv.cn/20120801/114282.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08/10006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09/1000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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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0 明清奇案·少妇之死【92】

20120911 明清奇案·被算计的寡妇【93】

20120912 明清奇案·寻亲打拐【94】

20120913 明清奇案·贞烈妻子和多疑丈夫【95】

20120914 明清奇案·拾金不昧遭诬陷【96】

20120915 明清奇案·石佛开口【97】

20120917 明清奇案·争夺祖坟三十年【98】

20120918 明清奇案·儿媳的秘密【99】

20120919 明清奇案•六指冤案【100】

20120920 明清奇案·四女集体上吊之谜【101】

20120921 明清奇案·女尸疑云【102】

20120922 明清奇案·新婚突变【103】

20120924 明清奇案·杀妻的代价【104】

20121017 明清奇案·盗尸案中案【105】

20121019 明清奇案·桃园幽会【106】

20121020 明清奇案·新婚之劫【107】

20121022 清明奇案·尼姑与杀人案【108】

20121023 明清奇案·逃妻复归【109】

20121024 清明奇案·两个知县一桩案【110】

20121025 清明奇案·松林里的命案【111】

20121107 动物与奇案·鼠露贼赃【112】

20121108 动物与奇案·乌鸦鸣冤【113】

20121109 动物与奇案·灵猪破案【114】

20121110 动物与奇案·山鸡告状【115】

20121112 动物与奇案·蟒蛇护金【116】

20121113 动物与奇案·驴雪奇冤【117】

20121114 动物与奇案·义犬报恩【118】

20121115 动物与奇案·小牛认母【119】

20121215 明清奇案·洛女冤魂【120】

20121217 明清奇案·为负心郎喊冤【121】

20121218 明清奇案·风流妻子失踪之谜【122】

20121219 明清奇案·三计捕恶贼【123】

20121220 明清奇案·寺院里的美女【124】

20121221 明清奇案·失踪的丑媳妇【125】

20121222 明清奇案·祸从口出【126】

20130117 明清奇案·断舌谜【127】

20130118 明清奇案·斧头血案【128】

20130119 明清奇案·老虎告状【129】

20130120 明清奇案·海州连环案（上）【130】

20130121 明清奇案·海州连环案（下）【131】

20130122 明清奇案·痴呆丈夫之死【132】

20130123 明清奇案·失踪的女尸【133】

20130124 明清奇案·横财 横祸【134】

20130125 明清奇案·人墓猴尸【135】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11/10030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12/10015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13/10007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14/100165.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15/100056.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16/100135.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18/10011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19/10036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20/100158.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21/10005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22/10002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23/100177.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0925/100505.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018/100408.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020/100007.shtml
http://news.cntv.cn/20121021/103414.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023/100268.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024/100128.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025/100124.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026/100196.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108/10003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109/100044.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110/10002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111/10013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113/100042.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114/100008.shtml
http://news.cntv.cn/20121115/100853.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116/100019.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216/100212.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218/10005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219/10006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220/100104.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220/108921.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221/108690.shtml
http://news.cntv.cn/program/falvjiangtang/20121223/10005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1/18/VIDE1358439124761881.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1/19/VIDE1358526076118216.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1/19/VIDE135861119930538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1/21/VIDE1358697602130155.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1/22/VIDE135878455454885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1/22/VIDE135886825992080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1/24/VIDE1358957701020832.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1/24/VIDE1359041409479186.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1/26/VIDE13591303202813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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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3 明清奇案·梅知县审树【136】

20130304 明清奇案·寻亲打拐【137】

20130305 明清奇案·争夺祖坟三十年【138】

20130306 明清奇案·两个知县一桩案【139】

20130308 明清奇案·寺院谜案【140】

20130309 明清奇案·三计捕恶贼【141】

20130310 明清奇案·装疯的未婚妻【142】

20130311 明清奇案·老虎告状【143】

20130312 明清奇案·人墓猴尸【144】

20130511 明清奇案·丐头的阴谋【145】

20130513 明清奇案·儿媳妇的冤案【146】

20130514 明清奇案·恶仆 银子 真相【147】

20130515 明清奇案·智破劫案（上）【148】

20130516 明清奇案·智破劫案（下）【149】

20130517 明清奇案·五品官员虐待狂（上）【150】

20130518 明清奇案·五品官员虐待狂（下）【151】

20130519 明清奇案·为负心郎喊冤【152】

20130520 明清奇案·三计捕恶贼【153】

20130521 明清奇案·祸从口出【154】

20130522 明清奇案·夺命绣鞋【155】

20130523 明清奇案·风流妻子失踪之谜【156】

20130524 明清奇案·新婚之劫【157】

20130525 明清奇案·斧头血案【158】

20130526 明清奇案·西瓜诉冤【159】

20130527 明清奇案·逃妻复归【160】

20130528 明清奇案·寻亲打拐【161】

20130701 明清奇案·杀妻背后的谎言【162】

20130702 明清奇案·谁动了我的银子【163】

20130703 明清奇案·辫子杀人【164】

20130704 明清奇案·老马识贼言【165】

20130705 明清奇案·倩女幽魂【166】

20130706 明清奇案·心香的证言【167】

20130829 明清奇案·儿媳妇的冤案【168】

20130830 明清奇案·昏官与连环命案【169】

20130831 明清奇案·红花祭【170】

20130901 明清奇案·猜疑引发命案【171】

20130902 明清奇案·欲火焚身【172】

20130903 明清奇案·死尸复活【173】

20130904 明清奇案·贤妇申冤【174】

20130905 明清奇案·智破劫案（上）【175】

20130906 明清奇案·智破劫案（下）【176】

20130907 明清奇案·五品官员虐待狂（上）【177】

20130908 明清奇案·五品官员虐待狂（下）【178】

20130909 明清奇案·遗嘱密码【179】

http://news.cntv.cn/2013/03/04/VIDE1362327123436910.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3/05/VIDE136241485013381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3/05/VIDE1362498244985642.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3/06/VIDE136258440015711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3/09/VIDE1362758537107270.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3/10/VIDE1362847562517607.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3/11/VIDE1362931208926467.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3/11/VIDE136301627908838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3/13/VIDE136310496027034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11/VIDE1368287638775546.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14/VIDE1368462120551882.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15/VIDE136854743876620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16/VIDE1368633959687201.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17/VIDE1368728998641270.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17/VIDE136880567924950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19/VIDE1368902160342789.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20/VIDE1368980520211296.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21/VIDE1369072319955265.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21/VIDE1369150559571687.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22/VIDE1369236959046815.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23/VIDE136932360012434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25/VIDE1369416599975121.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26/VIDE1369497958516516.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27/VIDE136958723927822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28/VIDE1369672439695951.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5/29/VIDE1369761238912387.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7/02/VIDE137269943804785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7/02/VIDE137269943804785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7/07/VIDE137313359783243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8/30/VIDE1377793322168393.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8/31/VIDE1377881880341435.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01/VIDE1377965039274519.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02/VIDE137805624046623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03/VIDE1378148324676813.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04/VIDE1378225320335834.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05/VIDE137831327913297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06/VIDE137840267909239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07/VIDE1378490518432992.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08/VIDE1378574399616526.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08/VIDE1378655398470139.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09/VIDE13787421592705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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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0 明清奇案·无头悬案【180】

20130911 明清奇案·恶弟霸兄财【181】

20130912 明清奇案·新娘死亡之谜【182】

20130913 明清奇案·杀妻案中案【183】

20130914 明清奇案·乌纱帽鸣冤【184】

20130916 明清奇案·凶案背后的强奸案【185】

20131219 明清奇案·棺材里的秘密【186】

20131220 明清奇案·贼入洞房【187】

20131221 明清奇案·这里知县没人做【188】

20131222 明清奇案·哭声中听出命案【189】

20131223 明清奇案·贞洁妻子被诬告【190】

20131224 明清奇案·无字白纸来告状【191】

20131225 明清奇案·谁是凶犯【192】

20131226 明清奇案·死尸复活【193】

20131227 明清奇案·连环六计获盗匪【194】

20131228 明清奇案·猖狂的盗贼【195】

20131229 明清奇案·贤妇申冤【196】

20140101 明清奇案·恶弟霸兄财【197】

20140415 明清奇案·棺材里的秘密【198】

20140416 明清奇案·贼入洞房【199】

20140417 明清奇案·哭声中听出命案【200】

20140418 明清奇案-贞洁妻子被诬告【201】

20140419 明清奇案·谁是凶犯【202】

20140420 明清奇案·索命冤魂【203】

20140704 明清奇案·杀妻背后的谎言【204】

20140705 明清奇案·辫子杀人【205】

20140706 明清奇案·遗嘱密码【206】

20140707 明清奇案·猜疑引发命案【207】

20140708 明清奇案·欲火焚身【208】

20140709 明清奇案·昏官与连环命案【209】

20140710 明清奇案·新娘死亡之谜【210】

20140711 明清奇案·杀妻案中案【211】

20140712 明清奇案·乌纱帽鸣冤【212】

20140713 明清奇案·连环六计获盗匪【213】

20141126 明清奇案·凶案背后的强奸案【214】

20141127 明清奇案·儿媳妇的冤案【215】

20141128 明清奇案·乌纱帽鸣冤【216】

20141129 明清奇案·贤妇申冤【217】

20141130 明清奇案·猜疑引发命案【218】

20141201 明清奇案·无头悬案【219】

20141202 明清奇案·倩女游魂【220】

20141203 明清奇案·死尸复活【221】

20141205 明清奇案·新娘死亡之谜【222】

20141206 明清奇案·遗嘱密码【223】

http://news.cntv.cn/2013/09/11/VIDE1378832880130680.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12/VIDE1378916278366939.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12/VIDE1379000640716977.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14/VIDE137908907902390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15/VIDE1379177639420283.shtml
http://news.cntv.cn/2013/09/17/VIDE1379348878454782.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19/VIDE1387468441519907.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21/VIDE1387581303310792.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22/VIDE138764352777982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23/VIDE1387728177796242.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23/VIDE1387812420511796.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25/VIDE1387908166271862.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26/VIDE138798737864879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27/VIDE1388075220670532.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27/VIDE1388159820697462.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29/VIDE1388254138109838.shtml
http://news.cntv.cn/2013/12/29/VIDE1388331109557978.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1/01/VIDE1388566625859203.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4/16/VIDE1397579220906133.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4/17/VIDE1397669589545563.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4/17/VIDE1397749694799234.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4/19/VIDE1397856963348677.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4/20/VIDE1397924885322343.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4/21/VIDE1398022739900745.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7/05/VIDE1404492480056617.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7/06/VIDE1404576720076870.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7/07/VIDE1404665279641263.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7/07/VIDE1404746819763571.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7/09/VIDE1404844559501555.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7/09/VIDE1404919839939584.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7/11/VIDE1405011959554503.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7/11/VIDE1405092425454803.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7/13/VIDE1405200063066720.shtml
http://news.cntv.cn/2014/07/13/VIDE1405265437804617.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1/27/VIDE1417019934907685.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1/27/VIDE1417103814803158.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1/29/VIDE1417200653323104.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1/30/VIDE1417283095268803.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2/01/VIDE1417363334868750.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2/02/VIDE1417454813431860.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2/03/VIDE1417543311681862.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2/04/VIDE1417624555520729.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2/06/VIDE1417795916313268.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2/07/VIDE14178842977987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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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7 明清奇案·杀妻背后的谎言【224】

20141208 明清奇案·欲火焚身【225】

20141209 明清奇案·辫子杀人【226】

20150712 明清御批案·县丞的私刑【227】

20150713 明清御批案·“孝子”被流放【228】

20150714 明清御批案·胥吏设毒计【229】

20150715 明清御批案·被错杀的贤官【230】

20150716 明清御批案·一个诬告十三条命【231】

20150717 明清御批案·诬告他人遭严惩【232】

20150718 明清御批案·红杏出墙引命案【233】

20150719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上）【244】

20150720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下）【245】

20150721 明清御批案·索贿 索命【246】

20150918 明清御批案·弟弟家的命案真相（上）【247】

20150919 明清御批案·弟弟家的命案真相（下）【248】

20150920 明清御批案·婆婆盯上儿媳的嫁妆【249】

20150921 明清御批案·不孝儿子被打死【250】

20150922 明清御批案·没有结局的杀夫案【251】

20150923 明清御批案·神偷在劫难逃【252】

20150924 明清御批案·自寻死路的恶少【253】

20151117 明清御批案·骗财和尚害人命【254】

20151118 明清御批案·命案审判的背后【255】

20151119 明清御批案·生员群起殴官员【256】

20151120 明清御批案·被错杀的贤官【257】

20151121 明清御批案·县丞的私刑【258】

20151218 明清御批案·胥吏设毒计【259】

20151219 明清御批案·红杏出墙引命案【260】

20151220 明清御批案·一个诬告十三条命【261】

20151221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上）【262】

20151222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下）【263】

20151223 明清御批案·错信好友惨死他乡【264】

20151224 明清御批案·被凌迟的恶民【265】

20151225 明清御批案·少年赌场丢性命【266】

20151226 明清御批案·克扣军粮去放债（上）【267】

20151227 明清御批案·克扣军粮去放债（下）【268】

20160228 明清御批案·想升官丢了命【269】

20160229 明清御批案·谁摔死了孩子【270】

20160301 明清御批案·不孝儿子被打死【271】

20160412 明清御批案·三胞胎被拐卖（上）【272】

20160413 明清御批案·三胞胎被拐卖（下）【273】

20160414 明清御批案·皇帝亲办恶霸【274】

20160714 明清御批案·见义勇为遭诬陷【275】

20160715 明清御批案·皇帝轻饶盗马贼【276】

20160717 明清御批案·流言杀死人【277】

http://news.cntv.cn/2014/12/08/VIDE1417968122290322.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2/08/VIDE1418053135963979.shtml
http://news.cntv.cn/2014/12/09/VIDE1418140253448994.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7/13/VIDE1436721833571282.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7/14/VIDE1436804633964621.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7/15/VIDE1436897333691598.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7/16/VIDE1436989674571532.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7/17/VIDE1437071034391224.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7/18/VIDE1437154373357600.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7/19/VIDE1437247612831165.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7/20/VIDE1437324835210967.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7/21/VIDE1437408125154935.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7/22/VIDE1437497276405171.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9/19/VIDE1442599915344608.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9/20/VIDE1442680733426928.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9/21/VIDE1442766623924641.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9/22/VIDE1442851311118209.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9/23/VIDE1442943714560156.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9/24/VIDE1443028854044142.shtml
http://news.cntv.cn/2015/09/25/VIDE1443117954804456.shtml
http://news.cntv.cn/2015/11/18/VIDE1447786973699892.shtml
http://news.cntv.cn/2015/11/19/VIDE1447871213155917.shtml
http://news.cntv.cn/2015/11/20/VIDE1447956116029921.shtml
http://news.cntv.cn/2015/11/21/VIDE1448049053940420.shtml
http://news.cntv.cn/2015/11/22/VIDE1448127356074693.shtml
http://news.cntv.cn/2015/12/19/VIDE1450455298225192.shtml
http://tv.cntv.cn/video/C10604/2735b314756941a18db3bb87954df536
http://tv.cntv.cn/video/C10604/7b93b58c58cc42a2a06384d2ed7b8cd3
http://tv.cntv.cn/video/C10604/5482dba0958548c792cbc6efb215bbc8
http://tv.cntv.cn/video/C10604/72c2769d87054e07b873573854bebc63
http://tv.cctv.com/2016/04/13/VIDExUNV8X3ZeJ0uItjbnI0R160413.shtml
http://tv.cctv.com/2016/04/13/VIDE3xNLRIPG5IozyOIzgcEG160413.shtml
http://tv.cctv.com/2016/04/14/VIDEHhw4EeCaPHSAxyO0sNc7160414.shtml
http://tv.cctv.com/2016/07/15/VIDEOFYBRoAE9cyvcmxVrdUz160715.shtml
http://tv.cctv.com/2016/07/16/VIDEB5dvq5g2sHRfqgWlralT160716.shtml
http://tv.cctv.com/2016/07/18/VIDExZP3mV99t11Cehl7gn5B1607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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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8 明清御批案·诬告不成反丢命【278】

20160719 明清御批案·盗墓者的惩罚【279】

20160720 明清御批案·舍弃性命求转运（上）【280】

20160721 明清御批案·舍弃性命求转运（下）【281】

20160722 明清御批案·模范老农成恶霸（上）【282】

20160724 明清御批案·模范老农成恶霸（下）【283】

20160810 明清御批案·没有结局的杀夫案【284】

20160811 明清御批案·弟弟家的命案真相（上）【285】

20160812 明清御批案·弟弟家的命案真相（下）【286】

20160814 明清御批案·殉夫旌表被取消【287】

20160815 明清御批案·拾金不昧有好报【288】

20160816 明清御批案·家法打死亲弟弟【289】

20160817 明清御批案·婆婆盯上儿媳的嫁妆【290】

20160915 明清御批案·三胞胎被拐卖（上）【291】

20160916 明清御批案·三胞胎被拐卖（下）【292】

20160918 明清御批案·这个继母很凶残（上）【293】

20160919 明清御批案·这个继母很凶残（下）【294】

20160920 明清御批案·弹劾下属遭罢官【295】

20160921 明清御批案·花钱买官反丢命【296】

20160922 明清御批案·知县遭人举报之后【297】

20160923 明清御批案·父子作弊皆被斩【298】

20161010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上）【299】

20161011 明清御批案·母子恩怨（下）【300】

20161012 明清御批案·流言杀死人【301】

20161013 明清御批案·诬告不成反丢命【302】

20161014 明清御批案·圣贤后裔夺坟产【303】

20161015 明清御批案·官商勾结抬物价【304】

20161016 明清御批案·想升官丢了命【305】

20161017 明清御批案·谁摔死了孩子【306】

20161122 明清御批案·见义勇为遭诬陷【307】

20161123 明清御批案·殉夫旌表被取消【308】

20161124 明清御批案·盗墓者的惩罚【309】

20161125 明清御批案·舍弃性命求转运（上）【310】

20161126 明清御批案·舍弃性命求转运（下）【311】

20161127 明清御批案·家法打死亲弟弟【312】

20161128 明清御批案·一女七嫁（一）【313】

20161129 明清御批案·一女七嫁（二）【314】

20161130 明清御批案·一女七嫁（三）【315】

20170123 明清御批案·娶进娇妻丢了命【316】

20170124 明清御批案·弑母冤案（上）【317】

20170125 明清御批案·弑母冤案（下）【318】

20170126 明清御批案·受气的儿媳被冤屈【319】

20170127 明清御批案·乾隆治泼妇【320】

20170303 明清御批案·娶进娇妻丢了命【321】

http://tv.cctv.com/2016/07/18/VIDE68IQ8wUwkBm2ZWWH43yy160718.shtml
http://tv.cctv.com/2016/07/19/VIDEcBYJfIyE9bhLZsDqpY8v160719.shtml
http://tv.cctv.com/2016/07/20/VIDEsieetcLG0APwQJiqN9jL160720.shtml
http://tv.cctv.com/2016/07/22/VIDEMBXYY1tdx8zW3MMo6rpU160722.shtml
http://tv.cctv.com/2016/07/23/VIDEudnGBeECedUrS1dYCJdv160723.shtml
http://tv.cctv.com/2016/07/25/VIDEdAHZ8KXM4bZHDVHzUnXm160725.shtml
http://tv.cctv.com/2016/08/11/VIDEzM8WoragAzMXfYB5Dzk8160811.shtml
http://tv.cctv.com/2016/08/11/VIDEOuMCDVKA1MaaEKOUE7Xd160811.shtml
http://tv.cctv.com/2016/08/12/VIDEzndE6rQJRy1KAWsT0C0h160812.shtml
http://tv.cctv.com/2016/08/14/VIDEVtbxsqrGOKIvqhPtcfs8160814.shtml
http://tv.cctv.com/2016/08/16/VIDExSymCHSDojbExjhIdkFf160816.shtml
http://tv.cctv.com/2016/08/17/VIDEy8yWRWMHXBOSYbYNeLz6160817.shtml
http://tv.cctv.com/2016/08/17/VIDEtQKEvE1rmxm1NmFlqZK2160817.shtml
http://tv.cctv.com/2016/09/15/VIDEYRlm4l8iR3vjf5YNMAYZ160915.shtml
http://tv.cctv.com/2016/09/17/VIDEBjlp3wFljlDaRqhN9PqI160917.shtml
http://tv.cctv.com/2016/09/19/VIDEN9CLEGJqqaBh0WzR6ZSC160919.shtml
http://tv.cctv.com/2016/09/19/VIDEWhZKuMFZ1AF3q7WV8ZOi160919.shtml
http://tv.cctv.com/2016/09/20/VIDEgXWbHXQu5W4kNKb5aAr9160920.shtml
http://tv.cctv.com/2016/09/21/VIDEaOPTP2PSaOruutpvvcph160921.shtml
http://tv.cctv.com/2016/09/22/VIDEjmhChdC9qslNtFCCunMK160922.shtml
http://tv.cctv.com/2016/09/23/VIDEagxVN6wwQIzgrG6sQtt4160923.shtml
http://tv.cctv.com/2016/10/11/VIDEETTyoSS7O8M9jlL8XceZ161011.shtml
http://tv.cctv.com/2016/10/11/VIDESYg0N6Z8DAStbaPbdFJd161011.shtml
http://tv.cctv.com/2016/10/12/VIDE25HLvO14l3cg456dowNF161012.shtml
http://tv.cctv.com/2016/10/14/VIDEAddg5KT1RNaYnmBqBq5J161014.shtml
http://tv.cctv.com/2016/10/14/VIDEQljNaG0W5rxI8A2nxVwh161014.shtml
http://tv.cctv.com/2016/10/15/VIDEwadcFeyZHgwl2ahAHACu161015.shtml
http://tv.cctv.com/2016/10/16/VIDEXqNJLrpZW8VNnGfpIAFA161016.shtml
http://tv.cctv.com/2016/10/17/VIDEwVAjCw0kAg0vTEpDThAL161017.shtml
http://tv.cctv.com/2016/11/23/VIDEht8NsKcbjwGvex8vcDcT161123.shtml
http://tv.cctv.com/2016/11/24/VIDEq6F3PNEQsYkMrFSnhs5O161124.shtml
http://tv.cctv.com/2016/11/25/VIDEXrk2e3y5YzzUi6d6FzxJ161125.shtml
http://tv.cctv.com/2016/11/26/VIDE88KVXbIPTCR9GF8sns15161126.shtml
http://tv.cctv.com/2016/11/26/VIDE88KVXbIPTCR9GF8sns15161126.shtml
http://tv.cctv.com/2016/11/28/VIDEnKg8RIO5Za4xeX3V1bTI161128.shtml
http://tv.cctv.com/2016/11/29/VIDEvYbCAcrsqvBUhrgbwV4G161129.shtml
http://tv.cctv.com/2016/11/30/VIDENtL0zdjUg7Le40sOV26g161130.shtml
http://tv.cctv.com/2016/12/01/VIDE77r6yyeMa2TTiLzdnU3F161201.shtml
http://tv.cctv.com/2017/01/24/VIDEIAL7PF8ho27ftDfGsNzN170124.shtml
http://tv.cctv.com/2017/01/25/VIDEUHZCY9sUIgd9pBdKkyt9170125.shtml
http://tv.cctv.com/2017/01/26/VIDE4uYPjPofmyXffqTEbtjY170126.shtml
http://tv.cctv.com/2017/01/27/VIDEcqMsEA0HuEkvbkuFl7ob170127.shtml
http://tv.cctv.com/2017/01/27/VIDEPYXeNnGrYuLLkXGc2ZBv170127.shtml
http://tv.cctv.com/2017/03/04/VIDEYEe4VwXZCdfbCor0b2AM1703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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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4 明清御批案·受气的儿媳被冤屈【322】

20170305 明清御批案·乾隆治泼妇【323】

20170306 明清御批案·兵贼勾结被查处【324】

20170506 明清御批案·殴打母亲致死案【325】

20170507 明清御批案·泼妇施虐夫自杀【326】

20170508 明清御批案·假失火 真谋杀（上）【327】

20170509 明清御批案·假失火 真谋杀（下）【328】

20170612 明清奇案·儿媳的秘密【329】

20170613 明清奇案·贞烈妻子和多疑丈夫【330】

20170614 明清奇案·女尸疑云【331】

20170615 明清奇案·无血刀痕【332】

20170616 明清奇案·夺命绣鞋【333】

20170625 明清御批案·弟杀姐姐如何判【334】

20170626 明清御批案·一个西瓜两条命【335】

20170627 明清御批案·嫡母指使奴仆杀少主【336】

20170628 明清御批案·误杀岳母【337】

20170629 明清御批案·分家不成诬谋反【338】

20170726 明清御批案·贪财逼死五口人（上）【339】

20170727 明清御批案·贪财逼死五口人（下）【340】

20170728 明清御批案·斩刑犯刑场脱逃（上）【341】

20170729 明清御批案·斩刑犯刑场脱逃（下）【342】

20170806 明清御批案·打黑车要人命【343】

20170807 明清御批案·贪财知州害人命【344】

20170916 明清御批案·监守自盗意外败露【345】

20170917 明清御批案·男扮女装的采花大盗【346】

20170918 明清御批案·殴打母亲致死案【347】

20170919 明清御批案·泼妇施虐夫自杀【348】

20170920 明清御批案·假失火 真谋杀（上）【349】

20170921 明清御批案·假失火 真谋杀（下）【350】

20170922 明清御批案·乾隆严惩殴毙家奴案【351】

20170923 明清御批案·知县弟弟闹出命案【352】

20171118 明清御批案·恶婆婆残杀儿媳【353】

20171119 明清御批案·童养媳助杀小丈夫【354】

20171120 明清御批案·知县杀人不见血【355】

20171121 明清御批案·一段风流三条人命【356】

20171122 明清御批案·败家父亲诬告儿子【357】

20171123 明清御批案·教唆他人杀生母【358】

20171124 明清御批案·恩将仇报夺家产【359】

20171125 明清御批案·生母寻子 养母告状【360】

20171126 明清御批案·泼妇施虐夫自杀【361】

20180110 明清御批案·丈夫不辞而别引惨案（上）【362】
20180111 明清御批案·丈夫不辞而别引惨案（下）【363】
20180112 明清御批案·人犯发妻被凌辱【364】
20180113 明清御批案·亲母怒杀不孝儿【365】

http://tv.cctv.com/2017/01/27/VIDEPYXeNnGrYuLLkXGc2ZBv170127.shtml
http://tv.cctv.com/2017/01/27/VIDEPYXeNnGrYuLLkXGc2ZBv170127.shtml
http://tv.cctv.com/2017/06/13/VIDEU9LO4wcfw1J22MeXZtao170613.shtml
http://tv.cctv.com/2017/06/14/VIDE6IBOhmMsgsD3rkjDZeeh170614.shtml
http://tv.cctv.com/2017/06/15/VIDEx9qk85cPf3WYTin5oYEn170615.shtml
http://tv.cctv.com/2017/06/16/VIDE2qcfpfMA0QXXdxdZJNV8170616.shtml
http://tv.cctv.com/2017/06/17/VIDE6FOpVOmsn0ndUIx8Orvu170617.shtml
http://tv.cctv.com/2017/06/26/VIDEPAW721R8tS9m68Fnq9Cj170626.shtml
http://tv.cctv.com/2017/06/28/VIDE8cwt7Nh6C1bmOfDcuB8q170628.shtml
http://tv.cctv.com/2017/06/29/VIDEvLf8qGXI4qnpTavQFrAs170629.shtml
http://tv.cctv.com/2017/06/30/VIDERHvu0jQLecLmXbUOo9kG170630.shtml
http://tv.cctv.com/2017/07/30/VIDEIzZvlzaD7NI3fTGnRw69170730.shtml
http://tv.cctv.com/2017/07/30/VIDEIzZvlzaD7NI3fTGnRw69170730.shtml
http://tv.cctv.com/2017/08/08/VIDEIIpXcPF913u78qHAhIut170808.shtml
http://tv.cctv.com/2017/09/16/VIDEIypQ5nObZWIeB36lPxTH170916.shtml
http://tv.cctv.com/2017/09/19/VIDEnLapO9rxOI0Ag4WEDeV9170919.shtml
http://tv.cctv.com/2017/09/20/VIDEk511iMFqSZWHFE5LZNXs170920.shtml
http://tv.cctv.com/2017/09/21/VIDEGqMPDAS3dG3fuFxBjIjm170921.shtml
http://tv.cctv.com/2017/09/22/VIDEDXCmBmjca4TgciO6z5iH170922.shtml
http://tv.cctv.com/2017/11/27/VIDEwx9mxCS4mkGy6MHRZcxN1711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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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4 明清御批案·恶霸谋财县官赔（上）【367】
20180115 明清御批案·恶霸谋财县官赔（下）【368】
20180116 明清御批案·捉奸不成引冤案（上）【369】
20180117 明清御批案·捉奸不成引冤案（下）【370】
20180201 明清御批案·诡计败露害亲侄【371】
20180202 明清御批案·无耻丈夫杀妻案【372】

20180325 明清御批案·寡妇变身人贩子【373】

20180326 明清御批案·严惩不孝子【374】

20180327 明清御批案·贪心知县被讹诈【375】

20180328 明清御批案·悍妇告状（上）【376】

20180329 明清御批案·悍妇告状（下）【377】

20180330 明清御批案·昏官逼死受害者【378】

20180331 明清御批案·恶兵敲诈逼死人【379】

20180401 明清御批案·误杀丈夫成烈妇【380】

20180520 明清御批案·讼师刺杀县太爷【381】

20170521 明清御批案·命案改成自杀案【382】

20170522 明清御批案·弟杀姐姐如何判【383】

20180523 明清御批案·夫妻反目为钱财【384】

20180601 明清御批案·父子风流害母命【385】

20180602 明清御批案·黑心药店残害幼童【386】

20180603 明清御批案·寻亲历险记（上）【387】

20180604 明清御批案·寻亲历险记（下）【388】

20180605 明清御批案·无赖讹人被斩首【389】

20180606 明清御批案·诬良为盗酿惨案（上）【390】

20180607 明清御批案·诬良为盗酿惨案（下）【391】

20180709 明清御批案·无德婆婆告儿媳【392】

20180710 明清御批案·恶毒女婿害岳父【393】

20180711 明清御批案·兄弟相残为家产【394】

20180712 明清御批案·婆媳反目上公堂【395】

20180713 明清御批案·纵盗杀民（上）【396】

20180714 明清御批案·纵盗杀民（下）【397】

20180822 明清御批案·挑拨词讼害人命（上）【398】

20180823 明清御批案·挑拨词讼害人命（下）【399】

20180824 明清御批案·故意杀人嫁祸驴【400】

20180825 明清御批案·寡妇被逼殉夫【401】

20180826 明清御批案·皇宫金罐丢失案【402】

20180827 明清御批案·无名尸引发冤案（上）【403】

20180828 明清御批案·无名尸引发冤案（下）【404】

参加编写的著作:

1.《软科学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1 月（分篇编委）。

2.《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2 年 10 月，（撰有条目）。

http://tv.cctv.com/2018/02/02/VIDEt2mdmS5vooP9rvw7NVmM180202.shtml
http://tv.cctv.com/2018/03/30/VIDEzPXg2gEAb2hchXo8UJLh180330.shtml
http://tv.cctv.com/2018/04/01/VIDEzlLzUEDuBSYabrwqR7Am180401.shtml
http://tv.cctv.com/2018/04/01/VIDE40TAQCoNx9MpqU5LkJyp180401.shtml
http://tv.cctv.com/2018/05/20/VIDEdLSuOnHVBiM2H2nND919180520.shtml
http://tv.cctv.com/2018/05/22/VIDEQkPT5RTTSJoJS88oqypN180522.shtml
http://tv.cctv.com/2018/05/23/VIDEX6x0Dmi0JzmBSZ6ulZXR180523.shtml
http://tv.cctv.com/2018/08/23/VIDEKbKYzHuH01yYnt5XpxZP180823.shtml
http://tv.cctv.com/2018/08/24/VIDEmLvq3ZHdHHr2yXDGLHgb180824.shtml
http://tv.cctv.com/2018/08/25/VIDEwYUQDuf5ba6ygzHvNDBe180825.shtml
http://tv.cctv.com/2018/08/26/VIDEr68lDCm4aA7bJKDWdkdI180826.shtml
http://tv.cctv.com/2018/08/27/VIDEORdljzf3irPFXltnaWl6180827.shtml
http://tv.cctv.com/2018/08/27/VIDE9LIHWA2hBIp45BU0jr9k180827.shtml
http://tv.cctv.com/2018/08/29/VIDEFIqJ0EkJDZlrXV3Rimd21808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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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档案学专业教程教学大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 3 月（主

要撰写人）。

4.《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 12 月（主要撰写人）

5.《国家公务员知识大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分篇主编）。

6.《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 年 7 月（编委）。

7.《MPA 必修核心课程教材》（《公共政策》、《行政法制》、《公共部门机关管理》、《管理方法》、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行为》、《公共财政学》、《政府经济学》等 8 种 10 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年 3 月，（编委）。

8.《资政通鉴》1-5 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年 1 月，（副主编）

9.《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中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年

4 月（编委）。

10. 《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年 8 月（编委）

11.《明代宫廷典制史》，故宫出版社，2010年 9月，（撰写军礼部分 3万字）

12. 《明代政治史》，故宫出版社，2010年 9月，（撰写第 7章 6万字）

主持项目（省部级以上）

天津市社科基金：中国古代法律政治观/1 万元/04/2 月/已经完成

教育部回国人员基金：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2 万元/02/3 月/已经完成

民政部：明清民政体制研究/5 万元/03/11 月/已经完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5 年度规划基金项目：明清律例合编通考/5 万元/05 年 11 月/

已经完成

教育部人文社会专项任务项目：明清法规体系研究/10 万元/06 年 8 月/已经完成

中华大典编辑委员会国家级项目：政治典·官制分典/36 万元/06 年 12 月/已经完成

中华大典编辑委员会国家级项目：政治典·政治制度分典/36 万元/06 年 12 月/完成(Z006)

2009 年校内精品示范课《中国政治制度史》5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代律例合编》10 年 10 月、【15 万元】完成（10FFX001）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清王朝涉藏民刑案件研究》，11 年 10 月、10 万元，完成（XZ1104）

司法部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巡视制度》，14 年 12 月（14SFB1002），6 万元【2016 年 5

月结项】。

南开大学优秀教材项目《中国政治制度史》，2017 年 6 月【4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古籍整理项目《清代律例汇编通考》，2018 年 6 月【人民出版社】

获奖情况：

2003 年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3 年 4 月。

天津市优秀法学家称号，天津市法学会，2004 年 10 月。

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专著），天津市人民政

府，2004 年 12 月。

南开大学 2004 年度“敬业”奖教金一等奖，2005 年 1 月 6 日。

南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特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农村

税费改革下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变革及完善――对 X 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调查及思

考，2005 年 4 月。

南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希望

工程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问题调查研究，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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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作品名称：《对税费改革下农

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的调查及思考》，2005 年 12 月。

南开大学第三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食品

卫生安全的法律问题――“苏丹红事件”引起的思考，2006 年 4 月。

南开大学第四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当代

农村纠纷与人民调解制度――以河北省定兴县北田乡调查为中心，2007 年 4 月。

2007 年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7 年 4 月。

南开大学首届“良师益友”，2007 年 6 月。

南开大学校级精品课：中国法制史，2007 年 9 月。

南开大学校级精品课：中国政治制度史，2007 年 9 月。

天津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当代农村纠纷与人民调

解制度――以河北省定兴县北田乡调查为中心，2007 年 9 月。

2008 年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8 年 4 月。

南开大学第二届“良师益友”，2008 年 9 月。

2009 年南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参考资料》2009 年 5 月。

南开大学校级精品示范课：中国政治制度史，2009 年 3 月。

南开大学第三届“良师益友”，2009 年 12 月。

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政治制度史 2013 年 4 月。

获 CCTV 特殊贡献奖：2017 年 5 月 6 日

学术兼职：

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国家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行政科学专家委员会专家。

个人学习/工作及任职简历（从大学填起）

1979 年 11 月－1985 年 8 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任助教资料员

1985 年 9 月－1987 年 12 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在读，获法学硕士。

1987 年 12 月－1989 年 4 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任助教。

1989 年 5 月－1994 年 5 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任讲师。

1994 年 6 月－1996 年 5 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任副教授。

1994 年 5 月－1999 年 3 月，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访问学者 1年后，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获

文学博士（期间在日本国立和歌山大学担任 2 年非常勤讲师）。

1995 年 9 月－1998 年 6 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与日本学位同时攻读），

获历史学博士。

1999 年 4 月－2001 年 3 月，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客员研究员，进行博士后期研究。

2001 年 6 月－2004 年 5 月，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2002 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2004 年 6 月－2018 年 9 月，南开大学法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双聘教授。

2012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兼任青海民族大学教授，昆仑学者。

2014 年 4 月至 2019 年 5 月兼任安徽理工大学教授。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兼任青海民族大学教授，昆仑学者。

2018 年 6 月至今，安徽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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