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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29

日，著有《午夜北
京》、《老上海

A-Z

》、《富态：腰围改变中
国》等中国研究书籍的英国作家保罗·弗
伦奇（

Paul French

）在英国的《中国韵》

（

China Rhyming

）网站上就发表了题为
“中国黑色小说来了吗

?

”的文章。他在文
中写道：“创作灵感来自真实事件的《血
之罪》，是一部沿袭了国际犯罪文学最佳
传统的引人入胜的法律惊险小说。”关于
这部小说的翻译，“我早有耳闻， 而且在
看过其最初翻译的一些章节之后便渴望
阅读全书。它的译者邓肯·休伊特也是我
的好朋友。 我确信他的翻译质量属于上
乘。这是一部中国的黑色小说。我真希望
它是许多此类小说的第一部———期待英
文版《血之罪》。 ”

●2012

年
7

月
29

日，拥有法学博
士学位和律师资格的自由撰稿人玛丽

-

海伦·德希非（

Marie-Hélène Dhifi

）在法
国的《读书》（

Livres

）网站上发表了题为
“裘小龙与何家弘，中国的两位惊险小说
作家”的文章。她在文中说道：“何家弘是
出生于北京的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学专
家。 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洪钧是一位执
业律师， 但他在私人调查中似乎扮演了
警察的角色。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血之
罪》中，简短的开头讲述了一个带有神秘
色彩的历史故事。 这部小说中涉及的人
物关系错综复杂， 其情节使人联想到罗
伯特·范·古力克（

Robert Van Gulik

）笔
下的法官狄仁杰。 ”

●2012

年
8

月
5

日，香港大学英语
学院的道格拉斯·科尔（

Douglas Kerr

）教
授在《南华早报》上发表的书评中说道：

“这部由邓肯·休伊特从中文翻译的小说
是高度类型化的。 毫无疑问

,

它是当代犯
罪悬疑小说中令人满意的佳作， 但它却
有着明显的古典风格， 几乎是那种维多
利亚时代的感觉———高大英俊的侦探，

扑朔迷离的案件，失散多年的同胞，狡猾
却犯下致命错误的罪犯。 这一切构成了
一个或可预期结局但却足以让人享受阅
读快感的故事。 与许多犯罪文学作品一
样， 这部小说是一种随意但有趣的历史
性讲述……在此我们可以透过一部文
学作品看到法治在现代中国的进化。 何
家弘是杰出的法学教授。 他的主人公洪
钧把西方的法治理念与中国的善良正
直观融合在一起。 他遭到了司法系统中
一些保守堕落分子的对抗，但他所遇到
的大多数官员还是能够为公正而尽职
的……有了这样的地理和历史内涵，这

部小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民族的寓言，一
个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寓意深远的故事。理
性、专业和现代的洪钧在这里赢得了今天
的斗争，而作者大概也在暗示中国的未来
属于洪钧和他的同道，属于应比掌权者利
益更为重要的法治理想。 ”

●2012

年
9

月
6

日，英国专栏作家
阿尔莱德·道尔（

Aelred Doyle

）在时尚杂
志《城市漫步》（

That

’

s Shanghai

）的英文
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发生在冰雪北方的凶
杀案” 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说道：“《血之
罪》是何家弘的四部以洪钧为主人公的犯
罪小说中第一部被译成英语的著作。因此
这就有了非常有趣的时差———该书写于
十几年前，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
期，于是读者就要在作者的回顾中去回顾
那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段。这一系列小说
以经典的私人侦探方式开场，洪钧坐在写
字台旁等待案件。然而，他不是私人侦探，

而是刚刚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律师。 那是
1994

年， 洪钧要在中国建设更加强大的
法律制度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把洪钧
设计为律师而不是侦探， 这是非常聪明
的。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在司法体系内与当
权者打交道。 在面对不合作的态度时，他
知晓每个人的角色以及如何使用得体的
手法和偶尔的白酒与他们周旋。这还使他
成为一个说服者，而不是指责者，因为他
在查明案件事实的时候必须说服。 ”

●

英国记者爱娃·萨格班姆（

Eva

Sogbanmu

）在
2012

年
10

月的《城市周
末》（

City Weekend

）杂志发表书评“犯

罪时光： 法律人变身的小说家何家弘的
《血之罪》是带有道德内核的惊险小说”。

她在文中写道：“《血之罪》是一部犯罪惊
险小说，就像一杯集强奸、凶杀、错判和
腐败于一体的烈性调味酒。 虽然这听起
来貌似淫秽读物， 但我们从何家弘手中
得到的却是一部具有极强道德内涵的经
典悬疑小说。 这个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
代的故事是以律师型侦探洪钧为主人公
的四部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 这部最近
由企鹅中国公司出版的英文小说也标志
着这一系列中第一部英文译著的问世。

何家弘敏捷地捕捉到新中国高速发展时
代的氛围。在这个时代，快速致富和攫取
权力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此， 主人公
为我们提供了在这肮脏世界中与那些商
人和狡猾的官员交往的道德指南。然而，

他有时过于古板， 以至于读者会希望他
也用白酒反击并适当放纵。 然而，尽管他
有些古板，洪钧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主人
公。 他是一个赫卡尔·普洛特模式的理性
侦探， 他选择的武器是令人敬畏的智慧，

而不是他的拳头。何家弘承认他的小说受
到了英国伟大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柯
南道尔爵士的影响，而这在他的小说中显
而易见。他构思情节和设置悬疑的技巧足
以让你捧书阅读， 不忍释手……这部小
说让读者领略了对中国的权力与关系的
交互作用的精到剖析， 同时它又可以作
为刑事司法制度的趣味入门书。 这丝毫
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因为何家弘就是中
国人民大学一名颇受尊敬的法学教授。

就像许多优秀教师那样， 他对课程精心
包装，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

●2012

年
10

月
26

日，玛丽琳·麦
（

Marilyn Mai

） 在英文时尚杂志《北京
人》（

the Beijinger

）上发表了《血之罪》的
书评。 她在文中说道，“洪钧是一个私人
执业律师。 他曾留学芝加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回到北京
,

致力于新中国的
法制建设。带着这崇高的理想

,

他代理了
一起奇特的申诉案件……洪钧在试图查
明这一旧案的过程中

(

那毕竟是环境艰
苦的东北

)

揭示了丰富多彩的当今社会
:

勇敢的女助手
,

暴富的建筑商
,

城府很深
的官员、身材魁梧的山民

,

甚至还有一个
善良的疯女。 作者何家弘在展现当时中
国的法律制度时

,

也创造了一个颇似‘碰
碰城’的世界

:

在一个整齐的生态系统中
,

所有重要人物似乎都很轻易就发生了碰
撞。就犯罪小说而言

,

他对悬念的揭示也
太随意

,

有时甚至破坏了自设的情节。不
过
,

这部小说来源于真实事件
,

而且故事
本身就足以让人一气读完

,

使之成为一
部伟大的炉边的休闲读物。 ”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伊利莎·内
索斯（

Elisa Nesossi

）研究员在为电子期
刊《中国故事》（

the China Story Journal

）

撰写的访谈文章“何家弘：工作在法学
与文学之间”（发表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 的开篇就说道：“我第一次见到何教
授是

2012

年
5

月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 当他在几个月后访问澳大利
亚的时候，我很高兴地采访了他。我们的

谈话涉及内容很广。 何教授谈到了他作
为法学教授、作家、丈夫和最近成为外祖
父的生活。他说自己既是个中国人，也是
个‘世界公民’（因为他曾到很多国家去
访问讲学）。 他还说，通过他的犯罪小说
及其主人公洪钧律师， 他希望中国大陆
的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法律。 ”

●2012

年
10

月
18

日，西班牙《新
闻报》（

La Prensa

）发表了一篇名为“争议
的中国”的文章。该文在介绍了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之后， 也专门
介绍了何家弘和他的犯罪小说。该文说：

“何家弘选择的是一种新式生活：他既是
法学教授，又是犯罪作家，他要从两个方
面为司法公正而战斗。 他的小说涉及错
案和腐败等社会问题。他说，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刑讯逼供问题非常严重，但现
在已经减弱了。他出生于北京，在文化革
命期间曾到黑龙江的农场工作

8

年，因
此他的小说中有农场的故事， 而且带有
田园诗的情调。 ”

●2012

年
11

月
28

日，意大利《新
闻报》（

La Stampa

）发表了题为“在中国
的犯罪小说中罪犯都会受到惩罚” 的文
章。该文介绍道：“来自北京的作家、法学
家何家弘（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法律）

在留学美国期间对福尔摩斯情有独钟。

应该说， 他笔下的主人公洪钧身上就有
何家弘自己的影子， 仿佛是他个性的另
一面。洪钧是私人律师，这种身份在当今
中国法制体系中是比较前卫的。 通过洪
钧， 何家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独特的文

学景象。 ”在香港国际文学节举办期间，

受邀参加的何家弘带来了自己的作品
《血之罪》的英文版（意大利文版书名为
La donna pazza

，由
Mursia

出版社出版，

是从法文翻译的）。

●

凯丽·法考尼尔（

Kelly Falconer

）

在
2012

年
11

月出版的第
25

期《亚洲文
学评论》（

Asia Literary Review

） 上发表
了《血之罪》的书评。 她在文中说道：“故
事的开头带有一点童话色彩， 人们可以
从洪钧的办公室里看到一个正在变化之
中的国家的缩影。这起谋杀案于

10

年前
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哈尔滨附近的一个
国营农场。 洪钧既要往来于现代化城市
北京和冰天雪地的北方农场之间， 也要
往来于

1984

年和
1994

年的时代之间。

这一对比让读者感受到了当时正在发生
的文化和政治变革。新与旧之间，权势与
法治之间，欲望与克制之间

,

紧张的冲突
强化了小说的悬念和吸引力。 包括有罪
者在内的每一个人物都得到了不无同情
的人性化描绘

,

而这就使得故事的结局
更加错综复杂。 福尔摩斯对何家弘的影
响是显而易见的， 但他的小说风格也与
其他犯罪文学作家———如达希尔·哈米
特、 雷蒙德·钱德勒和

J

·

M

·采恩———的
作品有可比之处， 都是经典而且欢快的
现代风格， 再加上中国式的情节曲折。

何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比较刑事司法制
度、 犯罪侦查和刑事诉讼程序。 他的专
业知识使他的小说更加可信， 也更加
发人深省。”

《血之罪》之海外评说种种

□

刘影

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司马迁

————%

—
%

————%

—
%

格言录

破解基层法院现实困境的三条路径

□

于东辉

当前我国基层法院面临着诸多现实
困境，如审判一线案多人少；涉诉信访压
力过大；司法公信力缺失等。这些问题是
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困境并非一朝一
夕所形成， 也并非单靠法院的力量所能
改变。 那么基层法院能否以转型期大的
社会背景为借口， 以需要依赖制度层面
的革新为托词而拒绝面对这些困境和问
题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处在当今复杂
多变的环境下， 整个法院系统尤其是基
层法院作为人民权利的维护者， 势必要
在艰难的局面下扛起历史的重担， 发挥
主观能动性， 运用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为
化解困境、解决问题贡献力量。

笔者认为基层法院破解现实困境有
三条路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我国
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包括当事人和
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
复议、仲裁、裁决、信访等。这些多元化的
化解方式是一种金字塔型的递进关系，

法院的审判方式处在这个金字塔的最上
层。一个健康的社会法制环境，不是没有
信访，不是没有案件，而是每种化解方式
都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而使各种化解

方式的运行符合由下到上、 由多到少的
规律。每一种化解方式的缺位，都会将压
力传递到下一种方式， 并将最终传递到
法院， 从而使化解方式呈现出一种倒金
字塔的恶性循环。

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经
历了一个由点到面，逐步完善的过程，从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提出的
诉调对接， 到后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调
解优先、调判结合，建立大调解格局的意
见，再到

2011

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

16

部委联合
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
作的指导意见》；

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先后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

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
见》和相关的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从中不
难看出，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正逐
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诉调对接、大调解
格局、 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
制都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主体
诠释的同一个问题，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报告强调：“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的社会管理体制。 ”因此，发挥法院的积
极推动作用， 建立起法院诉讼系统与全
社会非诉调解系统的相互对接， 形成人
民法院与社会调解组织在职能上良性互
动、 在作用上优势互补的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正在成为一种国家战略，是解决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本出路， 也是解
决法院困境的必由之路。

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 目前不少基
层法院的现状是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法官

在从事审判工作，如何调动起其余法官，

甚至于相当数量的没有法官资格的工作
人员，来缓解案多人少的压力，是法院面
临的现实问题。 洛阳涧西法院法官进社
区工作机制的开展就是调动内部力量的
一个成功范例，即利用涧西区的“四位一
体、两级网格”的社区管理创新的契机，

将全院法官主要是非审判岗位的法官和
不具备法官资格的工作人员分包到基层
辖区的每一个社区， 协助指导社区和各
种非诉调解组织，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
纠纷解决在源头。 实现法院与社区的实
现从纠纷起点到终点的全程对接， 逐步
形成资源共享、 力量共用、 良性互动的
“大调解”工作网络体系。 法官进社区这
一机制， 首先能够使基层法院发挥主观
能动性，从自身出发调动内部的积极性，

通过这一方式缓解案多人少的压力；其
次可以充实调解资源， 形成化解社会矛
盾的合力， 实现与多元制纠纷解决机制

的配合。

主审、主调法官分离。法院承担着化
解纠纷、 修复社会关系、 维护稳定的功
能， 同时承担着更加重要的法律规制功
能， 即通过司法裁判来实现社会的法律
治理，还原和实现法律的精神。两种功能
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径行判决和强制调
解都是不足取的， 关键要做到这两种功
能的平衡， 一方面让那些有调解可能的
案件得到充分的调解； 另一方面要让需
要判决的案件都得到公正的判决， 这才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想让现阶段的
每个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都充分体现这两
种功能，则有些理想化。当前多数基层法
院都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特殊时期，人
员断层情况较为突出， 出现了办案法官
人数少、综合管理部门人员多；中坚法官
少，老少法官多；专业法官少，万能法官
多的局面。 而随着法律调整涉及经济社
会生活领域的扩大，办公自动化的推广，

对法官专业化知识和相关知识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那种仅凭经验办案的思维
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司法环境的要求，

而法院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没有太大的选
择空间。 面对这样的情况，推行主审、主
调法官分离的制度显得很有必要， 让那
些社会经验丰富、 善于调解的法官走上
主调法官的岗位， 专司案件纠纷的调解
工作和简易程序的速裁工作； 让那些精
通审判、业务娴熟、理论功底扎实、身体
条件良好的法官走上主审法官的岗位专
门从事普通程序的审理、判决工作，实行
“精英审判”。通过这种形式的分离，可以
使所有法官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

实现审判的专业化和高效化， 提高司法
公信力。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的是
外部环境优化的问题；最大限度的调动法
院一切可用的力量，解决的是审判资源优
化问题；主调、主诉法官分离，解决的是法
院内部组织结构优化的问题。 这三种路
径，互为关联，相互作用，可以作为破解基
层法院现实困境的有益选择。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

法苑摭言

书海遴品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中国
文学走出去似乎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然而， 就在人们感叹我国众多优秀作家
的作品出国无路的同时， 一个业余作家
的作品却已悄然走出国门， 而且其小说
的“出口率” 高达百分之百！ 这在我国

的作家群体中恐怕是罕见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何家弘教
授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 在刑事证据
和犯罪侦查等领域颇有造诣。 他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创作了五部犯罪悬疑小
说， 其中有四部已经由法国的黎明出
版社翻译出版。 因颇受读者欢迎， 该
出版社至今已推出了三套版本。 其第
五部小说的法文版也在翻译之中， 预
计明年即可问世。 何家弘的第一部小
说《血之罪》 还被翻译成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 英文出版， 并且在我国台

湾地区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 该书于
2007

年被英国《卫报》 推荐为“亚洲
十大犯罪小说” 之一， 并于

2011

年
在中国由全国公安文联、 全国公安作
协和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主办的
“第五届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 中获
得“最佳推理奖”。 何家弘也因其小说
在国外的影响而被授予“特别贡献
奖”。 何家弘说， 他当年写小说主要是
为了圆自己年轻时的文学梦

,

根本没想
到自己的小说能走出国门， 后来一不
留神才弄出个“墙里开花墙外香”。

自
2009

年以来， 何教授开始“重
写” 这五部小说， 现已完成。 前三部为
“三罪” （《血之罪》、 《性之罪》、 《

X

之罪》）， 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
版； 后两部为“二无” （《无罪贪官》、

《无罪谋杀》）， 将由群众出版社于近期
推出。

2012

年
8

月， 企鹅公司隆重推
出了英文版《血之罪》 （

Hanging

Devils: Hong Jun Investi鄄

gates

） 之后， 海外许多新闻媒体
(

包括在中国发行的外文报刊
)

对何家
弘及其小说进行了介绍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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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吴志文、林雪梅；陈关亭；姚孝忠、解二梅；王树军、杨金富；张存海、涨红
霞；邵相伟、苏丽艳；韩慧萍、张晓鹏；朱文贞、袁冬华；徐宏伟、杜彩虹；王鹏、

崔海燕；汪玉华、费永康、费雯晖；周东华、袁鲜萍；姜崇高、张纪香；董天华；

李强、王秀芳；罗红杰、刘静；李红梅；潘亮、李娟；格根图雅、满得呼；王小
明、王金荣；刘长师、王艳纳；黎少波、符海菊；万陆伟、张爱华；赵伦焕、李润
东；王者武、李丽；李治、贺翠英；都瑞强、孙海霞；李亮、苏丽娅、李洪波；苏明
刚、李德红；周建忠、刘英；傅鹏、胡俊碧、康春霞；宋明军、郑俊玲；方鑫、方
荣国；闫希国、周玉芬；王斌、秦凤娥；赵亚刚；赵世强；张绍维、赵艳丽；王增
青、贺翠翠；韩秀英、刘尚荣；郑阿永、叶关钗；谷学峰、赵青；梁永红、谷丽；

张海钟、王荣利；申崇轩、孙慧丽；周进波、张光竹；聂治军、聂建国；曾海祥、

王金梅；湖北省天泉投资有限公司、胡泉；张国良、袁旭芳；王晋军、王清洲；

段波、李群；刘建国、徐翠红；熊东海、陈晓华、熊文济；张群；古耀雄、汤亮
英；李士东、赵瑞连；赵志勇、赵文雄；许江明、夏秀珍；杜海强、刘兆香；袁永
刚、杜玉梅；陈文财、席丽秋：本院受理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分
别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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