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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错案责任的抚今追昔

法官为什么要宣誓
法 文 化 解 读 □ 郑 重

学者徐朝阳在谈到法官办案责任制

起因的时候说： “迨季世浇漓， 法官滥
用职权 ， 敢为非法 ， 妨害司法权之威
信， 侵害人民之法益， 是有规定法官责
任之必要。” 案件错了， 司法人员是否
有责任， 要不要追责， 不能一概而论。
若非故意为之或有明显疏失， 仅属于认
识上的问题， 便不应向司法人员追责，
否则容易造成司法人员人人自危的局

面， 反而不利于司法独立人格的养成。
尤其重要的是， 错案集中暴露了司法制
度上的缺陷， 不弥补这些缺陷， 徒在追
究个人责任上下功夫， 未必能取得满意
效果。

追究个人错案责任的两
个前提

从古至今， 冤错案件有因司法者的
因素而起者，一旦确认其因果联系，便须
究问其责。然则如何追责，不能不有所考
究。 但凡存在错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
穷治不休， 未必有益。 何种情形应当追
责，何种情形不可轻言追责，皆应有缜密
思考，投鼠忌器的道理不可不知。

要追究司法者的责任， 应限于两种
情况，一是故意为之，二是显有疏失，除
此以外，属于认识领域的问题，不可因判
断有异而加以惩罚， 以免损害司法上独
立人格之培养。也就是说，追究案件处理
者的责任， 一方面要实现惩前毖后的功
能，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法官应当具有的
一定的职务豁免权， 避免将办案责任制
变成伤及司法人格独立的手段———道理

很简单： 如果裁判者在办理案件时跋前
踬后、动辄得咎，遇有应当根据法律和事
实进行独立断案的场合就会畏葸不前。
对司法者责任规定过于繁密和严厉，目
的是为了保障法律得到公正实施， 但不
能不注意的是， 法官玩法之心受到抑制
的同时， 独立公正地办理案件的勇气也
会受挫。 对司法者办案责任的追究应当
注重适当性， 应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危
害程度在确有必要的范围内加以规定，
不能一遇错案便急于向相关司法者归

责。 有无责任， 应当视具体情况加以判
断。

在我国， 办案责任制度古已有之，
西周的法律已经有了关于法官责任的明

确规定。 听讼与断狱乃众多官员职责所
在， 有学者指出： “法律要求法官对于
被害人的控告 ， 必须及时予以受理审
判， 违者构成 ‘攘狱罪’， 依法应负刑
事责任。” 如 《周礼·秋官·禁杀戮》 郑
玄注： “攘狱者， 距当狱者也。 攘， 犹
却也； 却狱者， 言不受也。” 另一方面，
“法律规定法官如果判错案件， 则要按
照 ‘反坐’ 原则对其论罪处罚”。 追究
其裁判者的责任， 无非存在疏失甚至故
意不法。 古代追究司法官的错案责任，
分故意与过失两种情况， 无主观故意亦
无过失者， 不应追究责任； 加上错案又
分出罪与入罪， 于是追究司法者的责任
分为故出人罪、 故入人罪、 失出人罪、
失入人罪四种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陈
顾远先生特别指出我国古代诉讼法上一

大特色， 是追究法官的过失责任， “法

官断狱， 失出入者皆负相当之责任， 此
实中国诉讼史上一大特色， 其他应负之
责亦极繁多， 俾执法者仍有法之须遵守
也”。

我国当代司法制度中的办案责任

制， 为司法机关自己量身打造， 对于追
究司法人员的错案责任提供了依据。 不
过， 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倾
向 ， 需要加以矫正 ： 一是责任追究泛
化， 只要案件错了， 不问司法人员有无
过错， 一概加以追责， 使得属于认识上
的错误也被追责， 强化了司法人员的畏
葸心理； 二是司法集体操作模式， 造成
案件办理中即使存在错误， 由于介入的
人员过多， 变得人人有责， 其结果反而
人人无责， 无法追究个人责任。 要扭转
这一局面， 需要将司法权下放给承办案
件的司法人员， 以明其责任， 另外将办
案责任限定为两个方面 ， 一是故意为
之， 二是显有疏失， 仅属于认识上的错
误而不存在其他过错， 不追究司法人员
的责任。

我国古时对案件处理者
责任的追究

在我国古代， 听讼与断狱乃众多官
员职责所在， 若有疏失甚至故意不法，
要追究其裁判者的责任。 林咏荣先生曾
言 ： “书曰 ： ‘与其杀不辜 ， 宁失不
经’， 足见往古关于出入人罪已寄予充
分之注意。”

《尚书·吕刑》 规定了五种需要惩罚
的弄法行为， 称 “五过之疵”。 按照吕
刑的规定： “五过之疵， 惟官惟反惟内
惟货惟来， 其罪惟均 。” 其中的 “官 ”
为 “曾同官位 ”， “反 ” 为 “诈反囚
辞”， “内” 为 “内亲用事”， “货” 为
“行货枉法”， “来” 为 “旧相往来 ”。
如果因存在上述关系而作出枉法裁判，
则应处以与犯罪者同样的刑罚。 徐朝阳
指出： “秦汉而后， 对于法官责任， 规
定綦严， 探讨论列， 累幅不能尽。” 按
照古代法典的规定， 需要由刑罚加以惩
罚的行为主要有： 受理匿名投告； 受理
被囚禁者举告他事； 受理对于赦前事的
控告； 受理没有明注年月、 指称实事的
控告； 告状不受理； 应回避而不回避；
接受贿赂； 淹禁不决； 拷讯过度； 拷讯
幼； 拷决孕妇； 决罚不如法； 断罪应具
引律令而不具引 ； 怀挟私仇 ， 故勘平
人； 状外别求他罪； 审理完毕后不放回
原告； 应该移交管辖而不移交或者不接
受； 应当言上、 待报而不言上、 待报；
出入人罪； 断罪不当； 死刑案件不待覆
奏回报而予以处决， 等等。

陈顾远先生指出： “李悝 《法经》
与汉 《九章》， 皆于 《囚法》 中规定听
讼与断囚之事； 曹魏于 《囚法》 外， 创
立断狱之目 ， 后世未改 ； 惟北齐合于
《捕律》， 元则杂列于职制中而已！ 其中
关于听讼之方法、 断狱之程序皆有详密
记载； 其不属于律而为敕格条例所及者
更多有之。 然其主旨所在， 不外用以明
法官之责任 ， 而达慎重刑狱之目的 。”
陈顾远先生还指出 ： “失出入以外之
责， 最著者莫若诉讼之时期一事， 历代

各有规定， 俾无罪者免久系不决之苦。”
观察一些朝代， 可见如下追究裁判者责
任之情况：

秦时追究法官包庇隐匿罪犯的责

任 、 阿法 （曲法 、 枉法也 ， 包括 “不
直” 和“纵囚”）的责任、失刑（量刑不当）
的责任。 对于处理案件不公正的处罚是
遣送去修长城。 由于修长城这种苦役死
者甚众， 秦对于治狱不直者的处罚不可
谓不重。 汉时追究法官拒绝执行逮捕的
责任、 故纵人犯的责任、“故不直” 的责
任、贪赃枉法的责任。 在汉朝，以出罪为
“故纵”（故意放纵罪犯）， 入罪为故不直
（故意制造不公），触犯这两个罪名者，往
往免官，不过，更多的是弃市，“其鞠狱不
实者，罪亦至死”。到了两晋，“失赎罪囚，
罚金四两，是晋律亦有失出失入之条。是
魏亦然”（陈顾远：《中国法制史》）。 隋朝
要求法官依律令断罪， 要求法官断狱必
须“具写律文”、“定其罪名”，追究“不依
律令”断罪者的责任；另外，对故出人罪
者处以重刑，并严禁收受贿赂。

对于司法责任， 若论律文中加以规
定从而为后世所能详知者，首推《唐律》。
按照《唐律》规定：

1． 处罚以正文规定为准据———“诸
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
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断狱
篇）。 “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
举重以明轻， 其应入则举轻以明重”（名
例篇）。前者如“无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时
杀之者，勿论，杀且勿论，如仅伤害，自无
罪责”。 后者如“谋杀其亲尊长者，斩首”
（盗贼篇）。在此场合，凡谋杀行为即处以
死刑，其有实行杀害之者，自必加重其刑
矣。

2．审判以原状所告为限（盖恐节外
生枝，徒滋纷扰也）———“诸（鞠）狱者，皆
须依所告状 （鞠） 之， 若于本状之外，
别求他罪者， 以故入人罪论”。

3．量刑以轻重得宜为依归———故意

出入人罪： “诸官司入人罪者， 若入全
罪 ， 以全罪论 ， 从轻入重 ， 以所剩论
（例如从笞十入三十， 所剩为二十）， 刑
名易者， 从笞入杖， 从徙入流， 亦以所
剩论 （原注云： 从徙入流者， 三流同，
比徙一年为剩）， 从笞杖入徙流， 从徙
流入死罪， 亦以全罪论， 其出罪者各如
之”（断狱篇）。过失出入人罪：“即断罪失
于入（因过失入人罪）者，各减三等，失于
出者，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
若 （同或） 囚自死， 各听减一等”（断狱
篇）。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而出入人罪：“即
别使推事，通状失情者，各又减二等，所
司已承误断讫， 即从失出入法， 虽有出
入，于决罚不异者，勿论”（断狱篇）。 盖
本案既经另派推事覆按， 通状仍不得实
情， 则原判之失察， 情有可原也。

4．重罪以取得服辩为必要———“诸
狱结竟， 徒以上各呼因及其家属， 具告
罪名， 仍取囚服辩 （服辩即伏辩， 服者
心服， 辩者辩理， 或服或辩故曰服辩），
若不服者， 听其自理， 更为审详 （依其
不服之状更为审详）， 违者笞五十， 死
罪杖一百”。 出入人罪之救济方法。 凡
断狱皆须具引律令格式， 违者笞三十；
若数事共条时， 止引所犯之罪者听； 若

律无正条， 则按罪情之轻重， 用举重明
轻、 举轻明重之例， 以为应出罪、 应入
罪之标准。 此其一。 故意出入人罪者，
若出入全罪时， 则以全罪论， 由轻入重
时则以所剩论……过失出入人罪者， 失
于入各减三等， 失于出各减五等。 若未
决放， 及放而还获， 若囚自死， 各听减
一等 ； 代理审判误断者 ， 推事通状失
情， 各又减二等。 此其二。 诸鞠狱者，
皆须依所告状鞠之， 若于本状之外， 别
求他罪者， 以故入人罪论。 此其三。 诸
断罪应决配之而听收赎， 各依本罪减故
失一等 ； 应绞而斩 ， 应斩而绞 ， 徒一
年 ， 自尽亦如之 ， 失者减二等 。 此其
四。 诸狱结竟， 徒以上各囚及其家属，
其告以罪名 ， 仍取囚之服辩 ， 若不服
者 ， 听其自理 ， 更为审详 ； 违者笞五
十， 死罪杖一百。 此其五。

以上内容， 著之法典而可考， 阅之
颇有完备之感。

及至宋朝， 法律具体列举各种违法
检验的情形， 要求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
件、 法官违法刑讯将被处刑、 出入人罪
须加以处罚。 宋朝时法尚宽仁， 对于失
入人罪的责任较为重视， 对于失出人罪
的责任就没那么严重了。 宋朝对于裁判
者的司法责任 ， “不一其例 ， 终宋之
世， 法官因入人之罪， 或除名或罚金，
或坐此不许迁官， 尚无定制”。 宋朝“太
祖时，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
名，流海岛；太宗时，诏凡断狱失入，死刑
者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判官皆削一任，
但检法官仍得赎铜十斤，长吏停任；仁宗
时，凡集断急按，法官与议者并书姓名，
议刑有失，则皆坐之；且对于尝失入人罪
者，不得迁官，有举之者罚以金；哲宗时，
更罢法官失出入之罪；皆其例也”。（陈顾
远：《中国法制史》）

元朝时“故入人罪若未决者，及囚自
死者以所入罪减一等论， 入人全罪以全
罪论， 若未决放仍以减等论。 故出入人
罪，应全科而未决放者，从减等论，仍记
过。仅失入人之罪者减三等；失出人罪者
减五等； 未决放者又减一等， 并记过”。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

明清律， 失出入之责任与唐律规定
大同小异，所谓“清承明律，而明律则多
仍唐旧”。 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
者，以全罪论，增轻作重，减重作轻，以所
增减论（原注云：增轻作重，入至徒罪者，
每徒一等折杖二十，入至流罪者，每流一
等，折徒半年，减重作轻者，亦如之），至
死者坐以死罪，若失入者减三等，失出者
减五等，若囚未决放及还获自死，各听减
一等。凡狱囚犯罪，（鞠）狱者唤囚及其家
属具告所断罪名，责取服辩文状，不服者
更为详审，违者徙流罪，笞四十，死罪杖
六十，其囚家属在三百里之外，不具告。
若犯人反异，家属称冤，即便推（鞠），事
果违枉，会同原问原审之官吏讯问改正，
其审录无冤，故为延决者杖六十，若明知
冤抑不为申理者，以故失入人罪论。例如
明孝宗时，更令审录错误者，以失出失入
论， 其受贿及任己见者； 以故出入人罪
论。 此外，明清律所增法官之责任，而与
失出入，故出入有关者仍不少：有关于辩
明冤枉之责任者，凡监察御史，按察司，

辩明冤枉，须要开具所枉事迹封奏闻，委
官追问；得实被诬之人，依律改正，坐原
告， 原问官吏。 有属于故禁故勘之责任
者， 凡官吏怀挟私仇， 故禁平人者杖八
十，因而致死者绞；故勘平人者，杖八十，
折伤以上，依凡斗伤论，因而致死者斩。
有属于典吏代写招草之责任者， 凡诸衙
门鞠问刑名等项， 若吏典人等为人改写
及代写招草增减情节，致罪有出入者，以
故出入人罪论等等皆是。 林咏荣先生指
出：“就此数端观之， 明清律大抵皆就唐
律及疏议之文意，加以增益与润泽，较之
唐律可谓更为周密。 ”

追究法官个人责任的现
代制度

当代司法制度中， 司法者的错案责
任可以从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和行政责
任三个方面来设定，比古时要丰腴一些：

一曰刑事责任。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
规定， 司法裁判者以下几种情形构成犯
罪 ， 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 徇私枉
法， 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究，
对明知是犯罪的人而故意包庇而使他不

受追究， 或者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
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 构成徇私枉法
罪。

二曰民事责任。 按照罗马法规定：
只要法官存在过错， 不管是腐化还是过
失， 都会被判处向受其行为侵害的人承
担民事责任。 这一原则为许多国家所承
继。 不少国家规定了法官对于错误裁判
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我国现行法律
虽然没有规定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司

法人员就特定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国家赔偿法规定， 赔偿义务机关依法
赔偿损失后应当向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

追偿。 被追偿人实际上承担的是侵权赔
偿责任。

三曰行政责任。 对裁判者的违法失
职行为施以一定的惩戒， 意味着裁判者
需要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 我国法官法
对于法官以下行为规定处分措施： 贪污
受贿； 徇私枉法； 刑讯逼供； 隐瞒证据
或者伪造证据； 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审判
工作秘密； 滥用职权， 侵犯公民、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玩忽职守，
造成错案或者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

等。 处分的种类包括： 警告、 记过、 记
大过、 降级、 撤职、 开除。 受撤职处分
的， 同时降低工资和等级。

在我国当代错案责任追究中， 存在
的一大问题是到底谁该为错案买单， 这
大概是古代追究法官责任时不会考虑的

问题。 错案一旦曝光， 人们都在关注公
安司法机关怎样追责。 我国少有对官员
以前的过误行为追究其个人责任的习

惯， 时过境迁， 往往大事化小， 小事化
了。 例如冤狱的受害者获得国家赔偿，
理所当然， 不过， 冤狱赔偿不能全由纳
税人买单， 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 赔偿
义务机关赔偿后对于实施了刑讯逼供的

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许多刑事错案都由刑讯逼供促成， 让全
体纳税人为实施刑讯逼供的国家工作人

员买单， 不但情理难通， 也不能使刑讯

逼供者得到深刻教训， 何况刑讯逼供者
未必毫无赔偿能力。 办案机关对于实施
了刑讯逼供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追偿的

情况， 该向纳税人作个交代， 不能含糊
过去， 让全体纳税人做了冤大头。

不仅如此， 错案往往集中暴露了司
法制度的某些缺陷， 发现错案之后应当
检讨这些制度缺陷， 及时加以修补。 古
时却往往把错案当做个别、 偶发案件而
不在制度层面作出检讨、 有所革新， 使
得错案的真正价值没有得到实现， 发现
错案， 只有一时的震动， 时过境迁， 冤
错案件还会规律式地一再发生。 因此，
错案发生后， 厘清相关司法人员的责任
并对有过错的司法人员进行追责固然不

可或缺， 进行司法制度的检讨和修补更
为重要， 有些司法人员懈怠、 缺乏责任
心、 素质低下等问题， 与制度不良有密
切关系， 亡羊而不补牢， 只责罚牧羊之
人， 不一定能够实现此后防患于未然的
作用。

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错案的重要原

因，例如古时的刑讯逼供，当今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不充分，刑事诉
讼过程中不能形成有效辩护， 一些错案
本来可以避免， 事后发现当初案件处理
过程中， 被告人已经讲明实情或者辩护
一方已经提出过中肯意见， 但这些意见
根本不被采纳；暴力、胁迫、利诱、欺骗等
非法取证方式具有普遍性， 但法律遏制
这些非法取证行为的制度设计并不严

密， 办案人员多把这些看作查实案情和
推进诉讼进程的捷径， 进而造成错案发
生。 显然，制度有着周到设计，可以防止
办案人员滥行不轨，不在制度上下功夫，
仅仅追究具体人的责任， 还是不能防止
错案依同一模式再度发生。

另外， 制度不良会造成权力与责任
的脱节，古时错案责任清晰明确，虽然那
时司法与行政本属一体的两面； 如今司
法体制是高度行政化的， 已经不再适应
现代法治的需求。 如果具体承办案件的
人员没有独立处理分配给自己的司法事

务的权力，在指令服从体制下，只能听命
于上级官长， 其责任心乃至工作的自豪
感都会流失， 也不能培养司法人员应有
的健全人格， 反而逐渐形成司法官僚状
态。这种集体操作的司法模式，使得高素
质与低素质的司法人员没有什么差别，
都泯然于众， 不利于形成促进司法人员
提高自身素质的内在动力， 整体司法水
平就难以提高。

抚今追昔， 我国当今司法制度还存
在不少改善的空间， 古时错案责任追究
制度为当代制度设计有着启发作用。 古
时错案也提醒我们， 要检讨司法制度的
缺陷并加以改良才能减少错案发生的可

能性。 对于这样的提醒若不加以注意并
有所动作， 错案就像影片 《异形》 里的
怪兽一样， 又一再孕育而成了。

宣誓仪式古已有之。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最早的宣誓仪式应该是起
源于祭祀祖先和出兵打仗的仪式。 在
仪式上 ， 宣誓者说出自己的信诺誓
言， 这些誓言往往被认为对个体内心
具有极强的约束力， 甚至有某种神秘
力量在天理与法理之中监督兑现。 中
国古代行政官员兼理司法， 没有专职
的法官 ， 自然也不存在法官宣誓仪
式。 严格说来， 法官宣誓对我们来说
是个舶来品。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 我
宣誓：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忠于宪
法和法律， 忠实履行法官职责， 恪守
法官职业道德， 遵守法官行为规范，
公正司法， 廉洁司法， 为民司法， 为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奋斗！” ———初

次担任法官或重新担任法官职务的人

员 ， 应当以公开宣告誓词的方式宣
誓。 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官宣誓仪式作
出了明确的制度性安排， 其效力及于
全国各级法院所有法官。 成为一名法
官， 是人生中值得铭记的事件。 在这
样重大的人生节点、 庄严时刻举行宣
誓仪式， 宣告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忠于宪法和法律的誓言， 无疑将强化
法官内心感受， 增强法官的 “职业使
命感、 责任感和荣誉感”。

但法官宣誓仪式的作用机理和价

值意义并不止于此。 无论是宗教的还
是世俗的仪式 （如受洗弥撒、 剃度烧

戒、成人仪式、结婚典礼、归化入籍宣
誓等），就像维持我们物质生活的食物
一样，是道德生活良性运转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 法官宣誓仪式的核心意义是
社会和道德的：在社会层面重构了法官
的职业伦理，在道德层面重塑了法官的
个人情操。 通过法官宣誓仪式，法官作
为职业共同体才能得以巩固并维持下

去。因此，无论对法官个人还是社会法
治，宣誓仪式都是极为重要的。

宣誓仪式能够凝聚历史， 让成长
经历升华为光荣与梦想。 法官在全世
界都是引人瞩目的职业， 因为他们所
要处理的问题无不涉及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法官的
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必须具备较其他

专业更扎实的文化素质， 更宽厚的人
文社会知识， 更强的思维表达能力，
更高尚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更健
康的心理状态。 而要达成这一目标，
法官往往需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和积累。 在美国， 要想成为一名法官
首先要获得大学本科学位， 而后进入

法学院学习获得法学学位， 再通过律师
执照考试， 进行律师执业积累经验， 才
可能在法官职位空缺时获遴选资格。 在
我国， 通过考录途径成为一名法官首先
要接受正规的法学教育， 通过国家司法
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 再通过中央或
地方公务员笔试、 面试后进入法院。 法
官法还规定了更为严苛的任职学历条件

及从业时间要求。 从初入法律殿堂到成
为名副其实的法官 ， 其中所经历的付
出， 是不言而喻的。 通过宣誓仪式， 法
官成长经历得以凝聚内化， 在前辈、 同
仁、 亲友的见证下， 过去的努力在仪式
上得到了荣誉性确认， 并随之升华为精
神财富和道德力量。 这种情感的升华能
增加法官的信心、 勇气、 力量， 也能促
使法官自尊、 自制、 自持。

宣誓仪式能够巩固法治信仰， 唤起
职业共同体的道德力量。 法治信仰是法
官的职业理想， 宣誓成为法官， 意味着
正式加入法律职业共同体， 成为是非曲
直的判断者， 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马克
思曾说： “对法官来说， 在法律的帝国

里面唯有法律才是法官的上级。” 崇尚
法律、 推动法治进步、 实现公平正义应
该是法官永恒的职业追求。 但在日常琐
碎、 具体甚至是重复的司法实践中， 法
官应该如何来操持自己的信仰并使之持

续不断地转化为现实呢？ 仪式正是特定
社会群体定期巩固自身信仰的手段， 它
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仪轨来强化法官内

心的信念。 在英美法国家， 法官戴上假
发后， 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公众期许，
都不再把法官当成普通人， 而成为了公
平正义的化身， 具有了 “神圣化” 的意
味。 一些看似 “无意义” 的程序、 动作
所组成的仪式， 却能将特定的道德力量
加诸至个体内心之中。 其意义就在于维
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信仰， 保证这些信
仰不会从群体的记忆中淡化或消除。 爱
弥儿·涂尔干指出： “仪式的真正功能
就是唤起崇拜者由道德力和道德信念构

成的某种心灵状态 。” 由特定的音乐
（国歌 ）、 道具 （国旗 、 舞台 ）、 服装
（法袍）、 姿势 （立正站姿）、 动作 （举
起右手， 握拳过肩）、 誓词、 见证人等

一系列元素组成的法官宣誓仪式， 构成
了法官巩固法治信仰的重要组成手段。
宣誓仪式使参加者的内心倾向于兴奋，
易于感受到共同的情感。 特别是通过集
体言语和肢体行为将共同的情感表达出

来，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联系变得更为紧
密， 彼此的凝聚力、 向心力也得到了增
强。 即便参加宣誓仪式的法官尚未意识
到这种作用， 在特定氛围下， 信仰已经
通过特定的动作和仪轨潜移默化地输送

到了其心灵之中。
宣誓仪式能够激发庄严情绪， 提供

勾连理想与现实的空间 。 作为正义之
学、 智慧之学、 思辨之学， 法学或多或
少让法官具有创造历史、改写历史，至少
是参与历史的时代感和使命感。 人文社
会科学的教育背景则赋予了法官较强的

思维联想能力。 法官在法学教育中接触
到的除了法律文本之外， 大多是历史上
的伟大人物和历史进程的重要时刻———
无论是孔孟老庄、 韩非管仲、 朱熹王夫
之，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或是罗马法学家、 英国大宪章、 美国宪

法，甚至是一些堪称经典的案例。公平正
义成为了法官心中充满激情、 憧憬的语
词表达。但法官的日常生活，包括职业生
活，却大多是平淡甚至平凡的。绝大部分
法官一生也办不了几件名垂青史的大

案。 这种抵牾要求法官既要有理想主义
情怀，又要有现实主义态度；既要有感性
认识，又要有理性思维；既要富于激情，
又要安于平淡。 而法官宣誓仪式正是将
这些要素勾连起来的重要载体。 在宣誓
仪式上（往往也只有在此），近乎神圣庄
严的氛围被营造出来， 法官可以畅谈法
学理论、法律文化、法治精神，在宏大的
话语体系中与先贤对话、与伟人交流。避
开功利性的目的， 法官宣誓仪式激发出
法官对社会、 历史的庄严使命感、 责任
感，能够长久地凝固在法官心中，成为办
好每一件具体案件的不竭动力。 在一定
程度上， 重温誓词仪式即是对可能产生
职业倦怠的法官再次唤起或巩固这种情

绪的需要。
德沃金有句名言： “法院是法治帝

国的首都 ， 而法律则是这个国家的国
王。” 法官宣誓仪式便是法官对 “国王”
宣告忠诚的仪式， 它凝聚了法官的成长
历程， 塑造了法官的法治信仰， 激发了
法官的庄严情绪。 法官宣誓仪式不是简
单的形式程式， 而是法治社会中构筑法
官职业化、 专业化、 社会化共同体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