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11

月
2

日星期五第五版《法律文化周刊》第
135

期法律文化部主办电话
67176741

荩

【本期导读】

一部讲述法官救赎的故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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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不为实：《无声戏》中的巧合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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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南平红荔》 上映了。 以救
赎为题材的电影有不少了， 但这部电
影独树一帜， 讲述的是一位中国法
官救赎的故事， 她帮助少年从罪的
束缚中解脱， 走向新生。 我们常常
说， 一个社会对待失足的青少年如
果不能拥有成熟的文化心理， 也就
不可能形成理性的制度保护。 所以，

只有把人性、 文化、 制度真正形成
有机统一体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才
能得到系统性的解决。 电影《南平
红荔》 的价值所在， 就在于用电影
艺术的手法， 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
个比较圆满的答案。

当然， 这也是一部典型的主旋
律影片， 根据全国重大典型、 全国
模范法官、 全国三八红旗手、 福建
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
庭庭长詹红荔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

是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确定
的向党的十八大献礼重点影片之一。

影片以推动建立未成年人轻罪前科
封存制度为主线， 深刻反映了法官的
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使詹红荔
的事迹在普通与平凡中展现出了巨大
的社会价值， 是一部思想性、 艺术性
和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电影。 非常

好看， 耐人寻味， 绝不逊色于一些经
典的电影大片。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不是詹红荔先
进事迹的罗列， 而是找到了一条崭
新的主线和核心的叙述故事， 找到
了推动法官深刻思考社会和法律问
题的生活背景和前进方向。 影片以
三个失足少年为线索， 以他们的不
同命运来构筑影片的核心故事： 一
个懵懂无知， 但在多方爱心浇灌下
积极接受改造； 一个忧郁内向， 出
狱之后不被社会接纳， 再次锒铛入
狱； 一个一心向上， 却无法忍受别
人的歧视， 最终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三个孩子的不同命运， 三位母亲的痛
心、 苦思、 无奈， 让人唏嘘不已， 或
喜、 或悲、 或叹。

影片常常给我们展现出这样的一
幅景象： 贯穿南平的闽江滔滔流淌，

温和的阳光下， 四面环山的小小城市
中， 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一片生
机勃勃的景象。 偶尔也会传来艄公拉
响的号子， 平静的河流一艘小船缓缓
滑过。 詹红荔安静地站在窗前， 望着
眼前这幅安宁的景象， 心里装着那些
青春年少、 朝气蓬勃， 却曾犯过错误
的孩子， 思考着这些孩子应该有着怎

样的生活和怎样的未来。

现实生活中， 詹红荔以超凡的宽容
与博爱， 引导着一个个失足少年回归社
会， 走向新生， 赢得了群众的高度信
赖， 被誉为“爱民为民、 情铸和谐” 的

好党员、 好法官。 但影片如果就这么表
现詹红荔， 仅仅表现她是一个善良的
人， 表现她始终以悲悯的眼光对待失足
少年及其家人， 力所能及地给他们以安
慰和帮助， 显然是不足以引起观众共鸣

的。 在艰苦的创作过程中， 电影主创
们用独特的眼光捕捉到了那关键的一
点， 就是詹红荔还是一个充满理性的
少年审判庭法官， 她对失足孩子除了
一般人会有的怜悯与疼爱， 还运用法
律的手段去关照他们的未来。 这正是
电影要表现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典型人
物， 也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看点和动
人之处。

电影表现了感性与理性的交融， 致
力于表现詹红荔的情感与责任： 对于
未成年人犯罪， 除了法庭内外的帮教
和预防工作， 有没有更直接更有效，

能够切实地对他们的未来产生正面作
用的办法？ 少年法庭多数未成年罪犯
都是初犯， 许多都是一念之差犯下的
错， 可就是这样一个污点， 要跟他们
一辈子， 对他们今后的学习、 就业都
有很大影响， 可以说， 他们的人生就
此改变了。 特别是当一个曾经的少年
犯， 因为背负着一个小小的污点而不
被社会所接纳， 最终选择了放弃， 是
彻底的放弃， 从那高高的楼顶纵身一跃
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切帮教与挽救，

全部归零。 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切期
待，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变得分外苍
白。 如果这些孩子， 这些因为一念之差

而犯错的孩子， 他们认错了改错了， 我
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
还是一张白纸， 让他们能一身轻松地去
开始新的生活， 而不是背着这个污点不
能再抬头做人？ 要让他们从罪过中解脱
出来， 帮助他们渡过人生路上的这道难
关。 于是， 轻罪记录封存的实践与探索
终于有了开端， 并最终成为今年修改刑
事诉讼法的一个新条款。

从人性角度来看， 电影同样表现了
失足少年母亲的自我救赎。 她们通过不
同的方式， 多给别人一点爱， 多给别人
一点理解， 来获得心灵的永远安宁。 电
影中所表现的几位母亲的情感力量， 相
信可以真正传感到观众的心灵深处， 引
人感动与深思。

电影的另一个看点是画面很美， 影
片比较充分地展示了闽北特色的景象，

廊桥、 山门、 盘踞于山间的村庄， 都有
诗情画意般的展现。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那座叫做“糖桥” 的廊桥了， 不仅仅是
美， 而且赋予更特殊的意义。 詹红荔
说： “少年审判法官就像一座桥， 得让
失足少年从这座桥上过去。” 或许， 我
们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这
“桥”， 希望这一点也能给法官带来更多
的思考。

电影在当代艺术文化发展中
,

无论
其表现形式、 艺术语言还是其文化意
蕴

,

都应该对观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
向产生影响。 这是我们组织创作这部电
影的一个大目标。 希望通过这种特殊形
式， 让更多的人来思考少年成长与国家
未来， 关注社会现实与司法理性， 进一
步提升法治国家建设的自觉性。 也希望
这部电影成为一个生动的特殊教材， 激
励广大法官开拓进取， 努力拼搏， 扎实
工作，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并贯彻落
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

———推介电影《南平红荔》

《南平红荔》剧照。

旧时之戏台， 有一名联：“舞台小天
地，天地大舞台。”戏剧模拟人生，有的直
接由真实事件改编， 如民国之初发生的
杨三姐告状一案， 剧作家在案发后不久
就将其改编成评剧，至今常演不衰。仔细
想来，人生又何尝不像戏剧？看戏的人随
剧中人物喜怒哀乐， 是否想过自己也是
剧中人，人生之苦辣酸甜，哪一段不可入
戏？ 再仔细一想，人生充满戏剧性，写成
小说，同样勾魂摄魄，小说又何尝不像戏
剧？

玩味李渔（笠翁）的短篇小说集《无
声戏》的书名，不由得不赞赏李笠翁的睿
智。 这书名起得够妙，舞台扮演的戏剧，

唱念作打，都是有声有色。 看小说，自然
无咿咿呀呀的吟唱， 也无悦耳之伴奏音
乐，但看小说也像看戏，戏剧中之鲜活人
物，戏剧情节之峰回路转，小说中莫不具
备，不同的只是，小说乃无声戏耳。 李渔
既是戏剧家，又是小说家，写小说也想到
戏，难怪会想到这一个妙哉书名。

避嫌反招嫌疑的案狱故事
我国古代话本和拟话本小说， 确实

充满戏剧性。《无声戏》中有一篇《美男避
祸反生疑》就是仿佛戏剧一般的小说，其
中描述的是一件欲要避嫌反招嫌疑的案
狱故事：

四川成都府华阳县有个童生叫蒋
瑜，曾是旧家子弟，父母在日，曾聘过陆
氏之女。丧亲之后，屡遇荒年，家无生计，

弄得衣食不周。陆家颇有悔亲之意。这也
怪不得陆家，嫌贫爱富，谁家不是如此？

所谓“门当户对”就是官官结亲，富富相
迎，贫贫相对，哪有道理可言？ 焦大要娶
林黛玉，还是等发迹了再说吧。

蒋瑜隔壁住着开缎铺的赵玉吾，年
纪四十多岁，生有一子，痴痴呆呆，模样
憨蠢。与一个姓何的木匠做了亲，要娶他
的女儿。不久何氏夫妻病故，赵玉吾将其
女儿先接过门， 见其容貌标致， 性子聪
明，甚是欢喜。 对于他的憨蠢儿子，何氏
是个贞淑女子， 嫁鸡随鸡， 全无憎嫌之
意。古时舆论导向真是偏颇，嫁给一个夯
货，还必须俯首帖耳，甘之如饴，才能得
到精神文明奖，一点憎嫌之意都不能有，

真令人浩叹。

赵玉吾家有两个扇坠， 一个是汉玉
的，一个是迦南香的。 赵玉吾用了十年，

为了要买媳妇的欢心， 将两个扇坠都送
予她。何氏将两个扇坠轮流吊在扇上，不
用的时候，就将两个结在一起，藏在纸匣
之中。赵玉吾执扇出门，有人问起扇坠怎
么不见，只说是送予媳妇了。

蒋瑜家贫不能从师，终日在家“三更
灯火五更鸡”地苦读，书房隔壁就是何氏
卧房，那时读书常常吟咏出声，每夜书声
不到四更不住，何氏若睡得轻，真要弄得

迟睡早起，苦不堪言。 何况男女隔壁，瓜
田李下，更觉不便。赵玉吾夫妻拣了个日
子，把两个房换转来，以远嫌疑。 不料事
有凑巧，换不上三日，蒋瑜又移到何氏隔
壁，原来是闻说隔壁住着何氏，本意是避
开瓜李之嫌，于是搬到前面，算是避开，

不料赵家搬房，不曾知会他，蒋瑜哪里会
晓得呢。何氏闻隔壁读书声，以为蒋瑜有
意追随她，又愧又恨。赵玉吾夫妻本也惊
疑，见媳妇面带愧色，疑上加疑。不过，赵
玉吾夫妻虽认为有行迹，没有凭据，不好
说破，只待留心察访。老两口一下子变成
业余福尔摩斯了。

事有凑巧，一日，蒋瑜在架上取书来
读， 忽然书面上有一件东西， 像石子一
般，原来是个旧玉的扇坠。正巧自己的扇
子光秃秃， 缺个坠儿， 蒋瑜将其吊在扇
上，后有人问起，只说是朋友送的，请人
估价想要卖掉。众人认得是赵玉吾之物，

莫非何氏转送予蒋瑜？ 赵玉吾受邀来估
价， 将扇坠拿在手上， 认出是自家的东
西，不好登时发作。 回去质问媳妇，何氏
打开纸匣，莫说是玉坠，连迦南香的也不
见了，把各箱都翻遍，只是找不到。 赵玉
吾夫妻责骂何氏偷情，何氏放声大哭，连
称冤枉，只要寻死。

在众人怂恿下，赵玉吾请了讼师，写
了张状子，将蒋瑜告到官府。

成都知府为官清正， 赵玉吾递上状
子，当堂准了。 次日检点昨日的投文，却
只少了一张告奸情状子。 以为衙门人抽
走了， 将值日书吏又夹又打， 只是不
招， 只好让赵玉吾补了一张状子。

及至差人奉票来拘， 蒋瑜才知道玉
坠乃赵家之物， 但自恃清白， 不以为
意。 案子开审， 蒋瑜否认有奸拐之事，

知府便叫用刑。 夹棍之下， 蒋瑜熬刑不
过， 只好招说： “他媳妇有心找小的是
真， 这玉坠是她丢过来， 引诱小的。 小
的以礼法自守， 并不曾敢去奸淫她。”

知府又审何氏， 见她容貌标致， 就道她
有诲淫之举， 此案不审自明了。 何氏自
然否认， 知府便叫动用拶指。 何氏熬刑
不过， 放声大哭。 知府次日传了赵玉吾
儿子来堂上， 见他一副嘴脸甚是难看，

又要对蒋瑜动用夹棍逼供。 蒋瑜只好违
心承认自己与何氏有奸情。 知府就丢下
签来， 打了二十。 赵玉吾与何氏解除婚
约。 蒋瑜因这场官司， 也与陆家退了
亲。

知府审了此案， 自己也遇到一件怪
事： 一日， 知府出门拜客， 夫人到其书
房， 竟见他床头边帐子外， 有一只绣鞋
塞在壁缝之中， 到媳妇房里一对比， 正
是媳妇的绣鞋。 夫人立即发作， “千淫
妇、 万娼妓” 骂起来。 媳妇一气之下吊
死了。 那时的女子， 清白是一生的根
本， 清白受玷污， 便觉人生失了精神支
柱， 寻死得不少。 媳妇死了， 知府还不

觉得怎样， 只是事有蹊跷， 倒是有点放
心不下， 便按发现鞋子的所在察看， 把
壁洞打开， 见许多老鼠跳将出来， 家人
伸手进洞， 扯出许多物件， 包括当初丢
失的奸情状子， 方知冤屈了媳妇的性
命。

这知府大概年老迟钝， 起初没有将
此事与蒋瑜案件联系起来。 睡至半夜，

忽然想起蒋瑜的案子， 莫非也是老鼠作
祟？ 天明便重新调查， 将赵、 蒋两家的
鼠洞掘开， 取来不少物件， 包括失踪不
见的迦南香的扇坠。 至此案件真相大
白， 知府还算清明， 对蒋瑜道： “这都
是本府不明， 叫你屈受了许多刑罚， 又
累何氏冒了不洁之名， 惭愧， 惭愧。”

噫！ 老鼠猖獗， 不但窃得扇坠， 竟
然还巧为转运， 弄得俏书生不明其理，

缀在扇上， 惹人猜疑， 酿得一场牢狱之
灾。 严男女之防的社会， 奸拐之事自然
容不得， 要不是老鼠面前人人平等， 不
分官民贫富， 老鼠一视同仁， 此案冤沉
海底， 哪有个翻盘机会？

李渔分析蒋瑜案件的致错因由
任何错案， 成因都不单纯。 往往

是， 几种因素造成错案， 阴差阳错， 百
川归海， 最终酿成悲剧。 有些案件重因
平反而成悲喜剧， 不过仍然脱不了悲剧
的底子。

蒋瑜案件险些酿成大祸， 究其原
因， 按照李渔的评析， 起码有以下数
端：

一曰刚愎。 官员一旦刚愎自用， 自

以为是， 就不能虚心查证， 耐着性子听
讼， 偏偏这种刚愎自用的人以清官居
多， 反而贪官因心底里有私， 反而不敢
明目张胆为非。 刘鹗在《老残游记》 中
讲过此番道理。 刘鹗指出， 清官自以为
不爱钱， 更放手去做， 反而容易流为酷
吏。 李渔在《美男避祸反生疑》 一文中
与刘鹗观点近似， 这样告诫： “劝世上
做清官的， 也要虚衷舍己， 体贴民情，

切不可说‘我无愧于天， 无怍于地， 就
审错几桩词讼， 百姓也怨不得我’ 这句
话。 那些有守无才的官府， 个个拿来塞
责， 不知误了多少人的性命。 所以怪不
得近来的风俗， 偏是贪官起身， 有人脱
靴， 清官去后， 没人尸祝。 只因贪官的
毛病， 有药可医； 清官的过失， 无人敢
谏的缘故。” 因此， 一起案件处理结果
如何， 有时取决于裁判者的人格， 案件
每每让人悬心之处， 正在于此。

二曰隔膜。 通常在案件发生时， 裁
判者都不在现场， 对于案件发生过程，

需要依据证据加以重建。 证据有误， 事
实认定就有可能失实， 这是几乎所有案
件都存在的问题。 古时没有专门的侦查
机关， 探案的技术水平不高， 更显出隔
膜。 因此， 李渔感叹： “叫那做官的也
难， 百姓在私下做事， 他又没有千里
眼、 顺风耳， 哪里晓得其中的曲直？”

这是衙门审案的通病， 奈何不得的。

三曰做伪。古时打官司，要拟一份状
子，如果衙门“准”了，才能正式启动审理
程序；如果不准状，就无处申冤。 要求得
衙门准状，难免有些夸大，甚至到审案之
时，证言也会有些伸缩饰匿之处，此之谓

做伪。 李渔说，“自古道：‘无谎不成状’，

要写张状词， 少不得无中生有， 以虚为
实，才骗得准官府。 若照状词审起来，被
告没有一个不输的了。只得要审口供，那
口供比状词更不足信。原被告未审之先，

两边都接了讼师，请了干证，就像梨园子
弟串戏的一般。 做官的做官， 做吏的做
吏，盘了又盘，剥了又剥，直说得一些破
绽也没有，方才来听审。及至官府问的时
节，又像秀才在明伦堂上讲书的一般，哪
一个不有条有理， 就要把官府骗死也不
难。 ”

四曰成见。裁判官处理许多案件，大
抵以有罪的居多， 居官久了， 容易产生
成见， 一见到跪在堂上的被告， 心想这
八成又是个有罪的， 那时闻所未闻有所
谓“无罪推定”， 官员自以为“明镜高
悬”， 哪容得被告辩解， 审理蒋瑜案件
的知府， 本是清官， 处理案件都事必躬
亲， 本意是防止舞弊， 因此“不任耳
目， 不受嘱托， 百姓有状告在他手里，

他再不批属县， 一概亲提， 审明白了，

也不申上司。 罪轻的， 打一顿板子， 逐
出免供； 罪重的， 立刻毙诸杖下。 他平
生最重的， 是纲常伦理之事； 他性子极
恼的， 是伤风败俗之人。 凡有奸情告在
他手里， 原告没有一个不赢， 被告没有
一个不输到底。” 既然遇有奸情案件，

都按统一答案来处断， 蒋瑜倒霉也就没
有什么悬念了。

五曰臆断。 主观臆断是许多官员的
共性， 即使包青天审案， 也要看对方样
貌如何， 长得端正貌美的， 便凭空占了
许多便宜； 相反， 长得歪瓜裂枣、 獐头
鼠目的， 便要无端吃许多亏。 不过， 遇
有奸情案件， 样貌好未必讨得着便宜。

蒋瑜案件便是如此： “官府审奸情， 先
要看妇人的容貌， 若还容貌丑陋， 他还
半信半疑； 若遇着标致的

,

就道他有诲
淫之具

,

不审而自明了。” 知府审理蒋瑜
案件， “彼时何氏跪在仪门外， 被官府
叫将上去， 不上三丈路，走了一、二刻时
辰。一来脚小，二来胆怯，及至走到堂上，

双膝跪下，好像没有骨头的一般，竟要随
风吹倒，那一种软弱之态，先画出一幅美
人图了。知府又叫抬起头来，只见他俊脸
一抬，娇羞百出，远山如画，秋波欲流，一
张似雪的面孔，遇出一点似血的朱唇，红
者愈红，白者愈白。 知府看了先笑一笑，

又大怒起来：‘看你这个模样， 就是个淫
物了！ ’”“这样一个标致后生，与这样一
个娇艳的女子， 隔着一层单壁， 干柴烈
火，岂不做出事来？如今只看他原夫生得
何如，若是原夫之貌，好似蒋瑜，还要费
一番推敲；倘若相貌庸劣，自然情弊显然
了。 ”

六曰刑讯。 中国式错案， 一定离不
开刑讯， 何况古时刑讯乃是合法取证手
段， 连法典上都加以规定， 只要刑讯符

合法律规定， 不慎将人打死， 也是活
该。 这种以衡量肉体耐受力的法庭调查
方法， 害死的小民车载斗量， 何可胜
数？ 李渔在评价蒋瑜案件时， 如此抨击
刑讯： “看官， 你道夹棍是件甚么东
西， 可以受两次的？ 熬得头一次不招，

也就是个铁汉子了。 临到第二番， 莫说
笞杖徒流的活罪宁可认了， 不来换这个
苦吃， 就是砍头、刖足、凌迟、碎剐的极
刑，也只得权且认了，挨过一时。 这叫做
在生一日，胜死千年。 为民上的要晓得，

犯人口里的话， 无心中试出来的才是真
情，夹棍上逼出来的总非实据。从古来这
两块无情之木，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做
官的人少用他一次，积一次阴功；多用他
一番，损一番阴德，不是甚么家常日用的
家伙，离他不得的。”蒋瑜本是一介书生，

不是铁打的英雄好汉， 这种弱不禁风的
读书人，自然是一经刑讯，便哭爹叫娘，

自诬了事，官员不察，还以为案情大白，

又为民除了一害呢。

李渔劝诫为官之人， 办案需要谨慎
小心， 切不可想当然、 疏忽大意： “做
官的人， 既要聪明， 又要持重。 凡遇斗
殴相争的小事， 还可以随意判断； 只有
人命奸情二事， 一关生死， 一关名节，

须要静气虚心， 详审复谳。 就是审得九
分九厘九毫是实， 只有一毫可疑， 也还
要留些余地， 切不可草草下笔， 做个铁
案如山， 使人无可出入。 如今的官府，

只晓得人命事大， 说到审奸情， 就像看
戏文的一般， 巴不得借他来燥脾胃。 不
知奸情审屈， 常常弄出人命来， 一事而
成两害， 起初哪里知道！” 其实， 自古
及今， 有许多冤错案件， 教训之多， 够
梳成不知多少根辫子， 但似乎总有官府
重蹈覆辙， 让那做书的人口干舌燥反复
提醒， 似乎都不见效， 这一现象， 倒值
得仔细分析， 如果能找出点治本之道，

才能指望减少错案。 如今为官者， 多读
读《美男避祸反生疑》 之类小说， 比那
日日觥筹交错、 烂醉如泥， 总归是有益
于身心和处断案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