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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档案作为法制史的基础史料之一,具有重要的教学和科研作用。法制史的课程中引入历史
档案的应用性训练,是改变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的有益探索。目前国家及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各级档案
馆中存有大量与法制史相关的历史档案,将其引入课堂,开展应用性教学训练,可以达到丰富教学手段、
提高法科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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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training of historical archives in the teaching of leg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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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basic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egal history, historical archiv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troducing the applied training of historical archives into the course of legal
history is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law. At presen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archives related to leg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of the state and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t all levels, which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classroom to carry out applied teaching and
training. it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nriching teaching means and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law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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