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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信访的法文化渊源及其启示

【本期导读】

中国古代判例法主要是在成文法典
下运行的，从春秋时期到清朝，判例法的
基本类型都如此。 《奏谳书》中记载汉高
祖十年，地方官员审理“阑”私出关案时
引用了先例“清”案。 此案是现在可见到
的最早的具有完整意义上引用先例判决
的个案。此外，汉董仲舒通过春秋决狱补
法律不足时，他的判决多成判例，被广泛
适用应是不争的事实。 从现在法律史料
看， 清朝是中国古代成文法下判例法的
典型时期。通过对清朝判例机制的了解，

可以揭示中国古代成文法下判例法的运
作特点。

清朝成文法判例机制存在的原因
对成文法限局的认识。 清朝成文法

典下判例机制存在与当时人们对成文法
的局限性认识有关。 清朝从官方到民间
都形成了一种共识： 成文法不可能完全
适用于变化无穷的社会案件。 清朝在否
认法典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社会需要时，

并没有否定法典的作用。《刑案汇览·序》

中记载，乾隆称：“律例一书，原系提纲挈
领，立为章程，俾刑名衙门有所遵守。 至
于情伪无穷，而律条有限，原有不能纤悉
必到，全然赅括之。 ”《大清律例新编》中
指出：“法制有限，情变无穷，所犯之罪，

无正律可引者，参酌比附以定之，此以有
限待无穷之道也。 但其中又有情事不同
处，或比附此罪而情犹未尽再议加等，或
比附此罪而情稍太过，再议减等，应加应
减全在用法者推其情理，合之律意，权衡
允当，定拟奏闻。若不详议比附而辄断决
致罪有出入，以故失出入人罪论。 ”不可
能通过成文法把所有案情穷尽，正如《刑
案汇览》中指出案件是“案情万变，义各
有归”，必须通过类比适用来满足每个案
件的具体情况。通过具体案件的类型化，

改变法律的适用， 让有限的成文法内容
适用于无穷多样的社会， 是清朝判例法
存在认识上的基础。

司法判决中特殊的追求。 清朝司法
判决中存在横向上要求每个案件判决做
到“情法相应”，纵向上做到前后同类案
件判决“画一”，即相同案件相同判决。这
是两个具有冲突的价值追求。 因为要实
现横向上“情法相应”就得采用类推与比
附， 然而这种技术常导致纵向上前后同
类案件判决上的差异。 为了解决纵向与
横向上判决的冲突， 唯一有效的办法是
把类推和比附适用的判决转成先例，适
用于后面同类案件， 保证纵向上的“画
一”。 通过先例进行比较选择，使类推与
比附在适用中更加准确与稳定成为清朝
判例形成的司法动因。在判决中“情法相

应”的追求上，“情”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包括案件的情节、案件的性质、案件在整
个社会中的道德评价等， 而不仅是所谓
的人情或伦理。 这种司法价值追求却与
现实难符，清人王德明在《读律佩 》中
指出：“人同，事同，而情同，其罪固同。即
事异，人异，而情同，其罪亦无弗同也。 ”

《刑案汇览》中有刑部在批驳地方巡抚拟
判时说：“此案情节不相侔， 亦无比例
量减成案。”清朝“成案”和“条例”基本功
能是让律文在适用中做到“情法相应”，

解决律文的抽象性带来适用上的问题。

清朝刑事案件判决中有“情罪相应”，具
体是判决时做到罪名与律相符， 定性与
条例相合，量刑与成案一致。如嘉庆二十
二年安徽李长春打死私挖田埂放水的李
庭年案， 安徽巡抚在拟判时适用的罪名
是斗杀罪，处以绞监候。刑部认为定性上
不属于斗杀罪应是擅杀人罪， 虽然两个
罪名量刑上都是绞监候， 但罪名性质不
同。 为此，刑部列举了三个先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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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均依擅杀罪人律拟绞监候”，为此要
求安徽巡抚重审。

立法技术所致。 清朝在立法中存在
条文设定上过于抽象， 处理上过于精确
的问题。如刑法中罪名的具体化、量刑的
精确化导致罪名与刑名涵摄力很低，加
上司法中对每个案件判决上追求“情法
相应”，导致立法技术无法适应社会的需
要， 于是只好采用类推与比附解决存在
的问题，进而造成对先例遵循的需要。如
《大清律例》 中对故意杀人罪区分为谋
杀、斗杀、故杀、杀夫奸等，其中对谋杀罪
量刑是：“凡谋杀人，造意者，斩；从而加
功者，绞，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这种立法技术让谋杀罪的三类主体量刑
绝对精确。 当出现情节轻或重时只好在
同一罪名下采用类比适用， 量刑上采用
比附适用，衡情加减。 《刑案汇览》对“成
案”的解释是：“成案俱系例无专条，援引
比附，加减定拟之案。 ”可以看出清朝成
案主要是因为法律适用时没有“相符”律
文或条例，通过类比适用，或有法律，但
存在情法不适时， 采用加减等判决而确
立判例。

司法技术特殊性。 清朝判例法从内
在运行机制看， 本质上是一种类推或比
附司法技术下对已有法律条文具体化与
明确化，而不是法律的创制。类推与比附
在中国古代司法运作中是非常专业的司
法技术， 是在中国古代特有的司法思维
与司法价值下形成的。类推，是创立某类
案件适用某律条的先例创制司法技术，

是清朝“通行”的基本来源；比附，是在同
一罪名下通过在法定刑罚等级上通过加
等或减等让量刑实现“情、理、法”相应的

先例创制司法技术， 是清朝成案的基本
来源。清朝刑部承认，“查断罪无正条，律
有援引他律比附之文，诚以案情百变，势
难一一另立专条， 自应酌量比附定拟”。

清人编辑的成案汇编在名称上有此种体
现，如道光年间许 、李馥堂编辑的称为
《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加减成案新编》

等。这种司法技术的存在，客观上会造成
类比数量的无限增加， 导致司法适用中
判决的不稳定和差异。从目的上看，成文
法是为了让法律适用更加稳定， 现实却
是相反。于是，判例成为解决此种司法技
术副作用的最佳选择。

特殊的司法程序结构。 清朝司法程
序设置中， 法律上规定徒刑以上案件和
法律适用中存在疑难的案件必转给刑部
覆审， 乃至皇帝裁决。 在这种司法程序
下， 下级司法机关为了让上级在复审自
己的拟判时能接受会尽量使用先例，刑
部为了说明自己驳议或同意的理由，也
会尽量使用先例， 就连司法结构中的最
高裁决者———皇帝也得用先例来支持自
己的意见。于是，这种司法程序导致法律
适用时有向后看的倾向， 当出现某一案
件没有相应法律，或适用有疑难时，审理
者首先寻找的是先前案件中类似案件的
判决。其中刑部是清朝判例的推动者，因
为清朝刑部对全国所有徒刑以上案件进
行审核与复审， 加上清朝法律适用中容
许类比适用， 而司法程序上所有类比案
件以必须由刑部来审核， 导致刑部工作

量无限增加。 于是刑部在审查呈报案件
时， 自然会用相同案件相同判决来推翻
地方的不同拟判。 这种司法运作方式很
容易造成双重影响： 刑部遵循先例是对
自己先前工作的尊重与承认； 地方巡抚
拟判时引用先例是为了减少被刑部驳回
的可能， 因为刑部不会随便否定自己的
裁决。

清朝判例机制的特点
清朝判例虽然有较高效力， 但在成

文法语境下运行，呈现出以下特点。

判例创制受制于成文法。 清朝先例
创制从司法技术上看， 都在制定法特别
是“律典”下创制，具有相当的闭合性。清
朝由于有律典， 很多时候即使没有相应
制定法，也不会直接承认新例创制规范，

总要在已有的律文下判决， 导致清朝判
例创制受制于成文法。 清朝司法适用中
通过成案、通行、条例和律文编织成一个
复杂的法律形式之网， 使整个法律适用
中做到了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统一， 实现
了法律判决中个案正义与整体统一的目
标， 体现出清朝法律结构是一种自我满
足的体系。从解释学和逻辑学上看，是一
个相对封闭的循环体。 清朝创立判例有
罪与律不适用， 通过类比创立适用某一
法律的先例；有罪与律相适应，但情节不
同时， 通过比附加减处罚等级确立某类
相同情节案件的量刑原则；有先例，但适

用时有情节上不同而再判形成案例等。

判例效力法定与习惯的混合。 清朝
判例的效力较为特殊， 从法律上看很清
楚， 即一个判决要成为有法律效力的先
例，必须由国家特定机关明确规定。这样
清朝法定意义上的判例是“通行”，其他
成案、旧例从法律上看都不成为判例。然
而，成案、旧例成为“通行”在法律上又是
开放的。 此法律表面上是否定了成案具
有法律效力，但它又为成案成为“通行”

提供了开放的途径。可以说，清朝判例机
制是一个相对封闭又开放的体系。

清朝判例中最大问题是成案。 因为
它的效力处在习惯中， 导致整个清朝判
例法的效力处在习惯与法定之中。 司法
实践中官员会自由引用成案， 因为成案
至少使自己的判决论证更加有力。 皇帝
在裁决疑难案件时，若有成案也会遵循。

如嘉庆七年有四川徐添荣主使徐添寿将
通奸的徐公举推入河中淹死案、 斯明远
殴死出嫁通奸侄女斯氏案和广西卢甲孙
踢死调奸者周桂明案。 三案地方巡抚判
决时按斗杀律判绞刑， 同类先例云南普
其兴帮助捉奸打死李小道案判依擅杀律
处绞监候刑。 嘉庆皇帝裁决时指出：“卢
甲孙已据广西司改照擅杀科断，徐添荣、

斯明远亦应改照擅杀问拟，以昭画一。奉
批交司改照”，“事异情同， 三案均属允
当，遇此等案件均应照此”。可以看出，清
朝皇帝对成案是承认的。

判例效力具有周期性。 清朝判例除
非被国家把其含有的规则抽象后上升为
条例，很多判例经过

10

年会被习惯性的
废除。超过

10

年还有效的判例是因为它
的规则被写入条例中， 以成文法的形式
存在。 这构成清朝判例效力上的一个重
要特征。 如道光六年贵州小何田氏因为
训责儿子导致婆婆老何田氏自杀案，在
判决时有“复查存馆十年档案内亦无似
此之案”的记载。 从史料看，清朝刑部司
法档案在律例馆中存留时间应在

10

年。

该制度最大的好处是防止判例无限增
加，避免法律适用中的混乱，还可以保证
法律解释能够适应社会变化。 判例具有
时间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古代成文法
典下判例机制的重要特点。嘉庆四年，山
西崔文娃帮助亲伯伯崔之才捉奸打死叔
婶崔陈氏一案中， 地方判决时引用了乾
隆二十五年的成案，刑部认为“此等远年
成案，既无司分，又无凶手名字，无从查
核，不过外省割裂援引其中，即难保无舛
错、添改之弊”。 此处说明清朝成案引用
特点具有时间性和引用中必然全引。

判例适用高度形式化。清朝服制、职
官等案件在法律事实构建上具有高度实
质形式主义的倾向， 即把儒家伦理道德

作为教义化的原则与原理运用到案件法
律事实的构建上。 清朝对中国古代礼仪
的适用中教义化、 形式化是其对法律事
实构建的基本特征。 如嘉庆十一年田宗
保与后妻田彭氏因训责前妻儿子， 被母
亲看到， 田宗保与妻子见母亲不高兴不
再训责，但母亲却因此自杀。 案发后，刑
部却教义化地适用相关伦理原则， 判决
田宗保、 田彭氏比照子孙过失杀父母减
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判决时，刑部认为
田宗保、田彭氏从法律角度看没有过错，

教训不听话的儿子于情、于理是正当，但
因其母自杀系此事所致，“事关伦常”，所
以田宗保夫妇就得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此案成为先例， 被道光六年小何田氏训
责儿子，被婆婆老何田氏撞见，因而自杀
案适用。 两案在判决理由上教义化地适
用所谓的儒家伦理道德。

适用中成文法优先。 清朝司法中若
存在判例与法律适用冲突时， 优先适用
成文法。清朝司法适用中有“不得舍例言
案”的原则，即有成文法可遵循时，不得
引判例破律文与条例。当然，清朝成文法
适用上有“条例破律文”的现象。 对此现
象不能说是清朝法制的失败， 因为条例
在清朝更为具体、 明确， 加上清朝律文
有不能修订的传统， “条例破律文” 是
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律文、 条例
与判例的关系则不同， 清朝坚持“有定
例可循， 自不得舍律而案” 的司法适用
原则。 清朝成文法优先对皇帝特旨创立
的判决同样适用。 道光六年， 吉林将军
审理夏春私到赫金等地方收购貉皮案
时， 引用乾隆五十八年韩祥生等私到赫
金购换貂皮案。 韩祥生案由乾隆特旨判
为“枷号两个月， 满日杖一百， 发往烟
瘴”， 其中枷号两月是乾隆皇帝特加，

条例仅规定杖一百， 发云贵两广烟瘴等
地充军， 所以夏春案中刑部认为“例内
既无明文， 毋庸枷号”， 否定了吉林将
军适用韩祥生案的拟判。

信访， 即公民向特定机关来信来
访反映问题，以求解决的一种活动，是
公民表达意愿和诉求的一种渠道。 在
中国古代，虽没有出现“信访”一词，但
却存在与当前涉诉信访相似的司法纠
错制度， 而且历朝历代都曾以不同的
形式存在过。 因此在涉诉信访问题日
益凸显的今天， 我们非常有必要回顾
这一制度的历史渊源，以史为鉴，探索
出现代信访制度的全新理念。

古代信访制度探源
我国信访活动始自原始社会末

期。据《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古之
治天下， 朝有进善之旌、 诽谤之木”，

“进善之旌”是尧在位时于朝廷前设置
的一面旗帜， 其作用就是让老百姓站
在这面旗帜下直接提出对政事的意
见、批评和建议。进善之旌还有赦免的
功能，站在这面旗帜下发表意见，无论
正确与否一律不追究责任。另据《大戴
礼记·保傅》记载，尧舜执政时期曾设
“诽谤之木”、“敢谏之鼓”，以听取社会
成员对时政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说“进
善之旌”、“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是
我国古代信访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我国有肺石之制， 据《周
礼·秋官·大司寇》 记载：“以肺石达于
穷民， 凡远近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
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
以告于上而罪其长。”便是说设置红色
的石头

(

肺石
)

来使无法诉冤的人得以

申诉，不论地方远近，凡没有兄弟、子
孙及老、幼者，欲向天子和六卿伸冤，

而地方长官不上报的， 可以在肺石上
站三天，然后由管理肺石的官员“士”听
取理由， 并将情况上报六卿或天子，调
查核实后予以处理，并要处罚冤情不报
的地方官。 “肺石”制度是西周法律中的
有关信访的明确规定，体现了当时中央
政府对各级地方官员的监督。

汉代继承了西周击鼓鸣冤制度，

实行“周鼓上言变事”制度，要求地方
官员及时将民众击鼓鸣冤之事向上报
告，否则将追究责任。 后又有了“诣阙
上书”， 即百姓或下级官吏若蒙冤受
狱，可越级上书伸冤，是一种典型的越
级信访行为。“诣阙上书”制度的确立，

在纠正地方官吏办案不公、 缓和社会
矛盾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代是我国古代信访制度相对完
备的朝代。 确立了“邀车架”、“括登闻
鼓”、“立肺石”、“投匦”、“上表” 等制
度， 并由相应官署或官员受理臣民的
伸冤上访。 其中投匦制度是武则天称
帝之后，为广开言路而创立，朝廷设置
“匦”函

,

以接受四方上访之密信。 “匦”

是一种铜铸的大匣子，最初设青、丹、

白、黑色四个不同颜色的“匦”，受理不
同上访投书，后合成一匦，但仍有四个
投书口。匦由专职官员管理，以确保言
路畅通

,

下情上达，称为“知匦使”和
“理匦使”。 投匦制度开辟了一条最高
统治者了解下情的渠道， 在我国信访

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到了宋代，信访又有了新的发展，中
央政府设立了独立的信访机构

──

鼓院
和检院。《宋史·职官志一》记载两院皆隶
属于谏院：“登闻检院，隶谏议大夫。登闻
鼓院，隶司谏、正言。”宋代的登闻鼓机构
继承了唐代登闻鼓和匦使院两种制度，

但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却更加完善。 宋
代登闻鼓机构接受民间举告、 请愿、自
荐、议论军国大事等进状，成为民间社会
与中央政府沟通的重要途径。

明代主要有两个机构受理信访（称
为直诉），即通政使司和登闻鼓院（厅）。

其职责范围之一便是负责受理四方陈
情、建言、申诉冤屈或检举不法行为的上
书。直接向皇帝“叩阍”，就是现代俗称的
“告御状”， 包括赴宫门诉冤和迎车架申
诉两种形式。明代开始，对于直诉的受理
范围和程序等进行了规范，如规定田土、

户婚等细事不许越级信访。

到了清代， 中国传统的信访制度发
展到了巅峰，也逐渐走向了衰落。这个时
期的信访，包括击登闻鼓、上书皇帝等，

被统称为“京控”，即有冤抑的人到都察
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申诉。

古代信访制度的法文化影响
应该说， 古代法文化对信访有很大

的影响， 尤其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轻
视诉讼、厌恶诉讼的“无讼”思想，对当代
民众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产生了消极
的作用。在“无讼”传统思想的作用下，中

国人在遇到纠纷时， 首先是通过熟人和
圈内的亲属朋友， 相互和解或者调解，

或者放弃主张权利。 直到今天， 还有一
些普通民众遇到纠纷尽量避免到法院寻
求救济， 这仍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思想
的结果， 是“和为贵” 无讼文化影响的
产物。

在古代以亲属和地缘关系形成的熟
人社会中， 吃了官司还败诉对于个人和
家族在当地是影响很大的事情。 因此，

官司打到衙门， 人们将倾尽个人甚至家
族的全力以求胜诉， 如果因为证据不足
或者程序的问题无法胜诉， 则这种胜诉
的意念就转化成信访的动力。 而传统信
访制度因重视实体公正而强调“伸冤”，

并以官吏是否勤于受理冤案、 能否“拨
乱反正” 作为判断官吏优劣的标准， 由
此也形成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强烈的申诉
意识和青天观念。 这些思想的影响及至
现今， 仍能见到当事人追求客观真实的
执著， 一旦被冤枉， 或者客观事实与法
律事实存在偏差， 当事人便不愿承担因
程序正义而牺牲实体正义的司法代价，

层层申诉或者越级到市里、到省里、到中
央去“伸冤”，求得公正的处理。这便成为
信访活动朴素的法律思想根源。

古代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在中国古代， 类似于信访的申诉制

度有两个重要功能：

一是维护社会稳定，延续皇权统治。

封建时期的君主们为维护其统治， 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构造了严密的专
制体系，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但封建王
朝的君主也认识到， 要想从根本上维护
其统治，人民才是关键，君主必须“应天
顺人”，注意通过多种途径来了解社情民
意， 以便采取积极措施保证和维护政治
稳定、社会安宁和吏治廉明。而古代的信
访申诉制度是中央了解社会、 获取民间
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借助这一制度，使
得下情得以上达。通过解决纠纷、化解冤
情， 在制度上由高级别的官吏或者皇帝
亲自处理并使冤案得到解决的公示效
应，也坚定了百姓“告御状”的心理，由此
也促进了信访在各朝各代的发展。 通过
审理这类案件， 也使高层统治者了解百
姓疾苦，吏治腐败，对于改善统治、维护
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监督官员，减少冤假错案。中国
人传统的实体正义取向需要必要的程序
加以实现，而古代信访制度的存在，给有
冤情的人提供了冤案平反的合法途径。

国家通过信访制度， 一方面为民众提供
获得公正的希望， 客观上也起到了监督
地方官员遵守法纪的作用。

我们今天研究历史， 并不是要回到
历史中去，而是以史为镜，为今人开创新
的历史提供营养和动力。 研究古代信访
能使今人就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今的影响
作出准确的判断， 并能在当前形势下作
出有效应对。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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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福建省将乐县人民
法院）

张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