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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衙楹联的司法文化和道德追求

文化启思录 □

杨雯

资料图片浮梁古县衙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文化

中国古代，官署门口常贴许多对联。

这些对联，有提醒自己要廉洁奉公的、告
诫所属要安分守己的、 申明要秉公执法
的，多有施政纲领味道。如明代王阳明赴
任对联引人注目：“求通民情， 愿闻己
过”，联语简明扼要表现了他的官风和政
愿；林则徐任江苏廉访使时，将这两句话
写成对联贴在大门两旁； 清代余小霞任
三防主簿时，题衙署联曰：“与百姓有缘，

才来此地；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将自
己到该地做官看做是和当地百姓的一种
缘分，表示为官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
鄙视和欺侮百姓。 我国传统文化底蕴丰
厚， 这些楹联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艺术
瑰宝。

强调为官要勤政为民
内乡县衙悬挂的楹联，意境深远，折

射出了古代政治、官吏作风和世态民情，

展现着“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的艺
术魅力。 如县衙大门楹联：“治菊潭一柱
擎天头势重，爱郦民十年踏地脚根牢。 ”

联中的菊潭和郦是内乡县的古称， 意思
是说， 身为治理菊潭的地方官， 上受皇
命，下系百姓，责任重大，如一柱擎天，必
须要脚踏实地干上十年八载，勤政为民，

造福一方。 主持营建内乡县衙的知县章
炳焘，将这副楹联镌刻在县衙大门两侧，

其标榜为官务实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而章炳焘在内乡“历任九年”，之所以“交
御时太平无事”，政绩突出是一个重要原
因。

内乡县衙大堂楹联：“欺人如欺天，

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这副
楹联意思是说， 视百姓为天， 对不起百
姓，也就如同欺负上苍，千万不能做这种
伤天害理、自欺欺人和败坏名声的蠢事；

辜负了老百姓，就是遗恨于民，也辜负了
国家，怎么能忍心这样做呢？把损害人民
的利益提高到欺天负国的高度， 可谓掷
地有声。

这些楹联， 表述了官与民的辩证关
系，即民是官的衣食父母，官是民的个中
一员，强调为官者绝不能欺压百姓，一日
欺压百姓，一日就是为官者倒霉之日。这
些对联语言朴实，感人肺腑，尤其是正确
对待百姓、尊崇“民为贵”，淡化“官本
位”、 以勤政为己任造福一方的民本思
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清代许多州县衙门大堂的前面都立
有一座碑， 碑面北， 上面写着十六个大

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下民易虐，上
天难欺。 ”意思是俸禄来自百姓的血汗，

欺负老百姓，头顶三尺有青天，是要遭上
天报应的。

“阳奉阴违，天有难遮之眼；民穷财
尽，地无可剥之皮。 ”这是张公灿任无锡
知县时的题联，语言质朴，含意深远。 它
和陈景登任晋州知府时自题一联：“头上
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
心不刮地皮”一样，都是依靠道德说教和
因果报应的迷信学说来遏制腐败的。 在
今天看来， 仅仅依靠道德说教和宣传因
果报应遏制腐败是不足取的， 要使官员
的权力不至于滥用， 必须制定合理的制
度和严密的法律，使权力得以制衡，这样
才能使那些自律意识不强的官员不敢妄
动。

也有一些官吏喜欢附庸风雅， 借对
联来标榜自己。清末，多琪到湖北浠水任
县令，他一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
民不聊生， 可他居然恬不知耻还在官署
悬挂一联：“奉君命来守是邦，两度蝶飞，

只求对头上青天，眼前赤子；与其民共安
此土，八年鸿爪，最难忘山间白石，寺里
清泉。 ”俨然一副正人君子模样。此联当
晚就被人改动了几个字， 变成：“奉王命
来虐是邦，两度蝗飞，哪管你头上青天，

眼前赤子；与胥吏共刮此土，八年狼藉，

只剩得山间白石，寺里清泉。 ”揭出了他
的老底。

强调为官要廉洁务实
许多县衙三堂的横匾上书写着“清、

慎、勤”三个大字，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它作为皇帝劝诫为官者的箴言， 出自三
国魏司马昭训长吏之言：“为官者，当清、

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明
清皇帝亲倡置匾于衙署， 以警戒为官者
自己要做到清正廉洁，谨慎处事，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他们要求为官者要淡泊金
钱名利，“一丝一粟， 我之名节； 一厘一
毫，民之脂膏”，既行廉政，就要清贫、勤
政、辛苦和检点自己的行为。

因为当官的物质和金钱都是老百姓
的血汗，所以强调取合法收入：“宽一分，

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钱”，

体现了为官者力求减轻百姓负担， 使黎
民得到恩泽的爱民思想， 用朴实真诚的
语言，表达了一个清正之官的“官德”。

下面是福建福安县衙的一副对联：

“什么叫好官？ 能免士民咒骂足矣；有何

称善政？只求狱讼公平难哉。”人们知道，

在旧社会几乎无官不贪，“三年清知府，

十万雪花银”。 但也不乏清官廉吏，这位
则要做“免士民咒骂”的“好官”，行“狱讼
公正”的“善政”，实在难能可贵。 如真落
到实处，当是此地百姓的造化。此联采用
自问自答的疑问句式， 提出了为官的最
低标准，同时也道出了为官的最高标准，

使人品出为官清廉的难处。

强调为官要公正执法
县衙大堂是知县发布政令、 公开审

理大要案的地方， 其前甬道上的戒石坊
刻有“公生明”三个大字。 知县在大堂审
案时举目可见，警促其秉公办事。其在审
案， 抬头可见， 以示警提醒自己办案公
正。

许多楹联， 要求为官者在执法中要
不分亲疏远近， 不徇私情， 做到公正执
法；对于一些因证据不足，一时还不能查
明真相的疑难案件，处理时要留有余地，

以免冤枉了好人。他们要求一般官员，不
能把大小事都往知县头上推， 而应该立
足本职，各负其责，挺起腰杆大胆干事，

辅佐知县成就勤政为民的事业，“勤补
拙”，共同办好案子。

封建时代的州县官司法，判案公允、

不徇私枉法是追求的重要内容。 桂超万

任栾平县令时题大堂联云：“我如卖法脑
涂地，尔敢欺心头有天”，以赌咒发誓的
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也算难能可贵。

清末俞樾题江苏某官署联则谆谆劝告大
家息讼， 不要轻易提起诉讼：“听讼吾犹
人，纵到此平反，已苦下情迟上达；举头
天不远，愿大家猛醒，莫将私意入公门。 ”

清代杨昌题浙江某官署联云：“看阶前草
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鸦啼鹊噪，恐
有冤魂。 ”清代古文学家吕璜遭受冤狱

15

年，昭雪后任浙江庆元县知县，他题大堂
对联立意是：“我不判错案， 你也别告错
人；我也曾为冤枉痛入心来，敢糊涂忘了
当日；汝不必逞机谋争个胜去，看终久害
了自家。 ”对联阐明了自己的司法之道。

从衙署楹联看文化品质
海瑞做官时自题堂联“干国家事，读

圣贤书”，王阳明为官出巡时，让前导仪
仗者高举“求通民情，愿闻己过”的楹联，

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的座右铭，魅力之大，文化意
味之深，很值得品味。

古代的楹联，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
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始五代十
国，兴盛明清两代。尤其明太祖朱元璋大
力提倡楹联， 当时的文人把题联作对当
成文雅的乐事， 写春联成为一时的社会

风尚， 各级衙门悬挂楹联也成了普遍现
象。入清以后，楹联有了令人称奇的急遽
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与唐诗、宋词、元曲
媲美的格律文体的主流， 出现了不少脍
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中国文学史话》称：“清代楹联的兴
盛实在是古老文学传统末尾之处最灿烂
的荣光。 ”故宫、颐和园等皇帝办公生活
之地处处可见楹联， 楹联似乎也成了中
国皇帝的独特发明。楚王好细腰，宫女多
饿死。皇帝们喜欢楹联，各级官员都努力
钻研楹联的学问和技巧。 衙门建筑主要
靠匾额楹联来进行装饰。 府衙楹联内容
丰富，风格多样，是折射封建王权文化的
一面镜子。 古代的楹联， 从思想内容来
说， 很多都是要求做官清廉和断案公正
的，可它们表现形式多样，丰富多彩，颇
有文采。如“府外四时春和风甘雨， 案头
三尺法烈日严霜”。 对仗工整， 比喻贴
切， 对百姓要像春风细雨一样亲善温
和， 断案时要像烈日严霜一样不徇私情
严肃认真， 很有文学色彩。 如府衙二堂
称“思补堂”， “思补” 语出《左传》

“进思尽忠， 退思补过” 句， 引经据典，

富有底蕴。 “蕴智成囊含明作镜， 凭春
洒翰席月抽琴”。 上联说要博采众人的
意见集思广益才能明察秋毫， 下联说加
强自己修养才能像古人那样春天里洒翰
挥笔， 在月光下弹琴明志。 “进门先拜
清风二字，出衙再留正气一身”。 “清风”

者“两袖清风”，“正气”者“浩然正气”，此
联对仗有序， 警励出入的官员为官者要
清廉正直不阿，简洁道出。

府衙选定的许多楹联， 或结合著名
的历史典故，或结合当代历史名人，既有
衙门特点，又有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经
得起推敲。 这些楹联契合于官署建筑与
环境，其书体，行、草、隶、篆俱全，或恣肆
潇洒，或苍劲古朴，或清秀俊雅，集各种
书法风格于一体。 其雕镂，不论阴刻、阳
镌，皆刀法洗练，点画有致，彰显和凸现
出书品的神韵风采， 拓展了衙门建筑的
文化艺术内涵， 增加了装饰艺术的无限
魅力。应该看到，古代衙门楹联是楹联文
化和皇权文化的组合， 彰显了衙署文化
的丰富内涵， 也凝结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和乡土特色， 其中一些作品对今日反腐
倡廉、勤政敬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
些楹联， 仿佛是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一颗
明珠，闪耀出灿烂的光辉。

（作者单位：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
法院）

本报记者高领本报通讯员徐培兴

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

柴丽
法院文化是法院发展进程中的

一种必然反映
,

它彰显了司法事业
的特点和独特性。

一个缺少文化积淀的国家是苍
白的， 一个缺乏文化根基和浓浓文
化氛围熏陶的法院和法官群体也是
难以令社会公信的，因而，要想提高
法官的综合素质， 增强法院的社会
公信力， 就要培植浓厚的法院文化
氛围，夯实法院文化“软实力”。法院
文化建设是用文化的力量推动法院
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助推法院审判
事业的科学发展， 是公平公正的重
要引擎，因此，加强法院文化建设迫
在眉睫。

法院物质文化是法院文化的载
体， 它体现在法院物质文化建设层
面， 是法院基础设施建设的文化特
征，如兴建雄伟的审判大楼，威严的
审判法庭，悬挂神圣的国徽、天平徽
章， 它是用以突出法院审判工作的
公正、高效、文明和廉洁的特点的。

法院文化建设， 必须要加强通讯设
备、 交通设备和网络设备等司法装
备建设， 利用现代科技， 信息化技
术， 广泛开展富有文化特色的网页
板块，开设法官论坛、电子书库等一
批法院网络文化阵地。 法院文化是
通过物质载体营造良好的法院文化
氛围。 在法院建筑物外墙醒目位置
制作与法有关的浮雕、壁画、图案；

利用绿化草坪镶嵌天平徽章图案，

在办公楼走廊墙上悬挂制作精美、

内容丰富的法律格言警句等， 可以
使法官随时随地都能受到法治文化
的熏陶。

法院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核
心和灵魂，提升法院文化精神，能够
激发群体成员的责任感、荣誉感，调
动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群体
的向心力、凝聚力。首先法官要树立
司法为民、以法为是的工作目标，用
透明、公正、高效、独立和文明的现
代司法理念指导审判工作， 提高法
官司法为民的职业意识和一心为民
的服务意识，体现法官爱民、为民的
耐心和诚心，亲民、护民的爱心和细
心。其次要联系实际，采取多种文化
形式， 把法院精神文化贯穿于法官
日常工作中。一方面抓好普遍教育，

通过采取专题研讨、系统学习、专家
讲座、 知识竞赛和调查研究等丰富
多彩的文化形式， 对法官进行理论
灌输。另一方面抓好个别教育，通过
采取警示教育、 个别批评、 黄牌警
告、限期整改和离岗培训等方式，教
育法官遵守道德规范， 守住道德防
线。

法院制度文化是法院依法制定
的规章制度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所
体现的法治精神。 它是以“管理文
化” 为核心， 努力增进队伍的进取
心。要坚持以制度管人和管案件，规
范办案工作流程， 修订完善各项制
度，编制量化标准，使各项制度步入
规范化轨道。 要坚持以考核作为杠
杆，加大对规章制度的执行，进一步
完善和加强岗位目标绩效考核制
度， 并以层层连带责任和细密的奖
惩作为保障。 要以“廉洁”文化为保
障，筑牢反腐倡廉防线。崇尚廉洁自
律的职业道德， 坚守公平正义的职
业底线， 逐步提高办案效率和为民
司法水平。

法院行为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法
院文化信息， 是法院文化的重要载
体，能够最真实地展现法官的风采。

在加强法官职业道德修养方面，要
注重细化法官行为规范， 培养法官
的自律意识， 培育高素质的职业群
体， 提高法官庭审驾驭能力和庭审
质量，实现司法公正。在教育和引导
干警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司法方
面，注重拓宽司法服务渠道，实现法
院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通过开展“法
官进社区、诉讼零距离”等活动，促
进审判工作的开展，提升服务能力，

促进司法和谐。

法院文化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
作，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长远规划、 统筹安排、 稳妥推
进，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必须全体法官及法院工作人员积极
参与。只有这样，法院文化建设之花
才能吐露芬芳， 在审判执行工作和
法院队伍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阿尔
山市人民法院）

山东省平度市被誉为“齐汉名邦，

胶东之门”，平度市人民法院有七个人
民法庭， 该院院长陈永奎提出：“抓好
了人民法庭工作就是抓好了法院整体
工作。 ”他们以此为工作思路，以主题
文化建设管理为主线， 管理出七个优
秀人民法庭。

同和法庭的“和”文化
走进同和法庭， 大厅里醒目的

“和”字映入人们的眼帘，无论是匆匆
赶来上班的法官， 还是到庭诉讼的当
事人，都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和”文
化气氛。和谐、和解、和气，是同和法庭
的审判理念，他们用“和”，与当事人
“和”、同事之间“和”、法官之间“和”、

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和”，“和”出了成
效和效率，“和” 出了一个为民司法的
法庭。

同和法庭负责紧挨城区的三个街
道办事处和一个乡镇的民商事案件，

该庭受理案件呈现三个显著特征：一
是经济纠纷案件多， 全市

95%

以上的
外资企业在同和办事处， 全市

80%

以
上的企业在城区， 同和法庭年受理经
济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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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左右， 占受理民商
事纠纷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多； 二是
劳资纠纷、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多，除劳
动争议、 工伤认定等案件由民一庭审
理外，涉及到雇佣、人身损害等纠纷案
件也每年在

200

件左右； 三是由城市
化进程引起的土地征用补偿纠纷、因
拆迁引发的继承纠纷、家庭析产纠纷，

每年在
100

件左右； 四是因种种原因

引发的婚姻家庭纠纷， 特别是离婚纠
纷，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纠纷处理不
及时或处理不当， 都会影响乃至制约
辖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从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出发， 同和法庭
确定了和谐司法的“和” 文化建设主
题，在公正、公平司法的过程中，追求
和谐、和美，以和为贵、和为上。 其次，

从法庭人员组成上看， 同和法庭干警
的年龄结构偏大， 干警的平均年龄在
50

周岁以上。 近两年来，有几位马上
要退休的法官，他们原都是庭长、副庭
长，如何调动老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对
新法官进行传帮带，“和”是最重要的，

强化确立和谐管理的“和”文化主题，

对追求团结、协作、和衷共济的团队精
神很重要。同和法庭基于这两点实际，

打造出“和”主题法庭文化，在此基础
上，建立起精细化庭室管理机制。

“邻也心安，里也心安”

走进七个人民法庭， 到处有根据
自己法庭特点打造的“和”文化院歌、

格言、 展板等。 在同和法庭一楼审判
庭， 记者看到墙壁上是法官自己编写
的《劝和歌》：“公司企业找法院，真也
可鉴，伪也可鉴。 互利互让调解断，你
也发展，我也发展。 夫妻双双找法院，

夫也不愿， 妻也不愿。 心平气和谈一
谈，夫也不散，妻也不散。 父子双双找
法院，父也难堪，子也难堪。 孝敬父母
日三餐，父也心欢，子也心欢。 朋友双
双找法院，朋也为难，友也为难。 矛盾
瓜葛看平淡，朋也不烦，友也不烦。 邻

里双双找法院，邻也有怨，里也有怨。 闲
言碎语抛一边，邻也心安，里也心安。 ”

在这种宣传“和”文化的氛围里，我
们看到这样一些感人的情景： 王某和李
某因为地界纠纷，撕扯着闹到法庭，法官
在给他们调解中，他们抬头看到墙壁上
的《劝和歌》， 立刻停止了争吵。 经法
官和风细雨的劝解， 在《劝和歌》 氛围
中， 他们的对立情绪缓解了下来， 在冷
静后他们互相承认自己的过错， 于是达
成调解。 王某说： “那个‘邻里双双找
法院， 邻也有怨， 里也有怨。 闲言碎语
抛一边， 邻也心安， 里也心安’， 真的
起作用， 邻居和睦比什么都重要。” 赵
某因不赡养父亲被老人告上法庭， 当法
官向他讲起“乌鸦反哺”、 “羔羊跪乳”

这些古代寓言故事， 听者黯然落泪了，

他说： “法院‘和’ 文化的力量太大
了， 法官给我上了一堂课。”

在许多法庭干警业余活动室， 都有
自己的《法庭之歌》、 激励干警的警句
名言。 在“因为有缘， 我们才能成为同
事……” 旋律中， 干警们放松身心， 打
乒乓球、 跑跑步机、 下象棋等， 在“战
场” 彼此是“对手”， 在下面彼此是同
事和朋友。 他们“比赛” 完毕， 在娱乐
室一起看书讨论法律问题， 一片和谐气
氛。 有的法庭在墙壁上设了主题照片
展、 格言警句展等， 有的法庭墙壁栏目
上展出自己的业务生活照“我们的风
采”、 “生活感悟” 等。 照片有的是调
解案件的， 有的是讨论案件的， 有的是
表现同事之间、 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友
谊建立的， “和” 文化气氛浓厚。

在“和” 的主题文化下， 法庭建立
起了完善的管理制度。 一是建立展示平
台提升工作热情。 每一名法官、 书记员
的自我介绍框悬挂于办公室墙壁上， 框
里包括工作照、 工作经历、 取得过的荣
誉及法官和书记员的自选格言， 通过展
示平台， 激励干警在工作中的热情， 时
刻牢记使命， 在各自岗位上创先争优。

二是建立每周评先制度激发干警激情。

从结案数、 上诉率、 执结数和信访数等
十余项设立先进奖励， 每周召开例会，

由全庭干警投票评选先进个人， 不断激
发干警炽热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进取意
识。 三是法官与书记员互评制度增强互
助。 创新“法官评书记员， 书记员评法
官” 制度， 每名法官可以对书记员在工
作中的表现进行评价， 每名书记员也可
以对法官在审判素养、 技巧、 廉政等方
面进行评价， 由于法官与书记员在平时
的工作中互相了解， 因此评论时要求减
少甚至不用艺术加工， 以实事求是的态
度加以点评， 以促进日后工作的改进。

互评采取书面形式， 以月为单位开展，

在全庭交流传看， 并建立档案库对所有
评论存档管理。 同和法庭全年每名干警
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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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评价文章， 同时将获得他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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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评价文章， 每名干警都可以
从这些评价中取长补短， 改进工作， 建
立起互信互助的同事关系。

七个法庭将文化建设与管理工作形
成有机结合，走出一条严管理、重创新、

求实效、促和谐的新型法庭管理之路。同
和法庭今年被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
为全市法院法庭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张

戈庄法庭被青岛市纪委确定为廉政文化
建设示范单位， 确立为青岛市法院系统
廉政文化建设优秀法庭。

小机制彰显大主题
张戈庄法庭孙庭长说： “‘用心’

去做好每一件‘小事’， 就是做好了司
法为民的‘大事’”， 道出了七个法庭法
官的共同心声。 他们注重对干警教育、

引导和约束， 确保做到注重三个小节
（语言、 举止、 神情）、 做好三个姿态
（礼仪、 透明、 中立）、 实现三个效果
（权威、 公正、 公信）。 在以“小机制”

彰显“大主题” 下， 记者所到法庭， 都
看到干警们忙着开庭、 阅卷、 起草文书
的身影。 在资料室， 摆放着历年积累起
来的厚厚的审判案件流程管理台账和执
行案件流程管理台账， 详细记载着每一
起案件的审执结过程， 每一名当事人的
住址和联系电话。 按月把装订成册的二
审案件， 附上阅评表， 让全庭法官传阅
和评析。 在每个庭里设立二审案件评析
专栏， 被发改案件的承办人详细写着自
己的意见和整改措施， 供全庭借鉴。 经
过二审的案件， 每一件上都有法官的阅
评， 全部集中摆放在图书室里， 警醒着
每名法官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办公区
域， 审判庭、 立案庭、 当事人休息室，

椅凳、 报纸、 饮水机等一应俱全， 从
“小” 的地方体现着方便当事人诉讼的
理念。 要说行为文化， 这些以“小” 见
“大”、 从“小处着眼”， 彰显“司法公
正大主题”， 就是平度法院七个法庭的
行为文化。 他们还把便民利民措施拓展
到庭外， 法官志愿者先后组织多种形式
的社会公益活动， 将司法文明播撒到田
间地头。 他们在社区、工厂、学校与机关
和群众团体组织联谊，宣讲司法知识，增
强联系，用他们的话说：实现“人人懂法、

守法”的大司法。他们在办案中，注重“小
节”、“姿态”、“效果”，在工作之外，也注
重严于律己。

法庭秉承“和为贵”文化理念，凭着
对法律事业的热忱追求， 从小处着手，

演绎出一曲曲“小” 与“大” 和谐辩证
的优美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