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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拯救与自我救赎
——观影片《禁闭岛》之后

□ 于 浩

文 化 启 思 录 □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法学部教授 卢 鹰

汉都长安暴力恐怖犯罪与司法治理

《禁闭岛》（Shutter Island）是根据
美国小说家丹尼斯·勒翰的同名小说改
编，由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执
导，并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
一部电影。该影片于2010年上映后，好
评如潮，口碑和票房实现了双赢。

《禁闭岛》讲述了一个关于拯救与
自救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
的美国。当时，麦卡锡主义横行，恐惧
与欺骗弥漫人间，人人自危的压抑感
主导着日常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精神
病学领域，“精神分析模式”和“生物学
模式”之争愈演愈烈。而上述一切都
在远离美国本土的禁闭岛上集中上
演。若与特殊时代相勾连，禁闭岛可
被解读为美国社会的缩影，如同它在
影片中所构筑起来的两个面向：一是
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事发生地，即与世
隔绝的神秘孤岛；二是在心理学面向
上勾勒出泰迪内心世界的孤寂如禁闭
岛一般。

影片伊始，联邦警察泰迪和搭档
查克被派往禁闭岛，调查神秘失踪的
病人瑞彻尔。瑞彻尔亲手杀死了自己
的三个孩子并始终认为孩子们没有
死。而泰迪此行还藏有另一目的，就
是找寻杀害自己妻子和孩子的纵火
犯，据说也被收容在这家疯人院里。
镜头切到疯人院，泰迪遇见到的第一
个病人对他做出了一个“轻声禁言”的
手势，使影片的神秘色彩向纵深发

展。在调查女犯瑞切尔失踪的案件
时，泰迪意外地在瑞切尔房间发现了
一张字条：谁是第67个？他从疯人院
官方得知这里只收容了66个病人，全
岛上的人似乎都知道这个 67 的含义
却又都三缄其口。泰迪决意打探这第
67个病人的消息，不料正慢慢接近一
个巨大的阴谋。

疯人院的考利医生掌管着小岛的
一切，知晓所有的真相并动用各种手段

“惩处”试图揭开疯人院秘密的人。他
给泰迪吃下导致精神迷乱的药物，让他
开始分不清现实与幻觉。事实上，按照
福柯“权力——知识”的分析框架，疯人
院作为一种秩序与抑制机构，其潜在的
功能，便是整饬“统治——服从”的秩
序。医生拥有医学知识，作为判定个
人是否疯了的权威，被赋予了法官一
样的权力。如福柯所言，“权力制造知
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
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
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
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
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
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
会有任何知识。”因此，有疯人院就有

“医生——病人”，就有“统治——服
从”。只是与以往疯人院医生的形象
不同，禁闭岛上的医生被塑造成为一
个正面形象。

然而，随着影片情节的推演展开，

我们猛然间察觉到这一切合理的想象
很可能都是假象。故事的真实面目，
在考利医生和小岛上工作人员的视角
里，出现了急遽地转折并走向反面。
其实，导演早就埋下伏笔：在电影的开
始，男主人公在卫生间里狂吐。他抬
起头对着镜子喃喃自语：“镇静，泰迪，
振作起来。”让人费解的是，泰迪的症
状看似是晕船，其实是惧怕水。他透
过窗户看着大海，说道：“只是水而已，
不过还真是不少。”在与查克谈话时，
他一只手总是紧紧地抓住栏杆，再次
透露出他对水的畏惧。为什么他怕
水？在检查瑞彻尔的房间时，查克拿
出一双鞋在泰迪面前晃动，并说瑞彻
尔是光着脚走的，但那分明是一双男
式皮鞋，作为联邦警察的泰迪为何对
此视而不见、毫无怀疑？在考利医生
的住宅，另一个医生与泰迪的对话，像
极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精神分析。医
生反复说泰迪有很强的心理防卫机
制，泰迪则显得很不耐烦，二者的对谈
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同样让人费
解。泰迪的脑海中交替出现的集中营
的场景和妻子的画面，甚至在悬崖上
出现了看到查克被水冲上岸边的尸体
等幻觉，更是让人不明就里。

影片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当泰迪
认为自己找到了一切暗藏在禁闭岛下
的巨大阴谋时，考利医生却告诉了我
们最大的“阴谋”。原来，男主人公不

叫泰迪，而是其一直在找寻的杀妻凶
手安德鲁，他是一名二战老兵，因目睹
盟军将纳粹战犯杀绝，心理上受到强
烈刺激。在他眼中，杀戮本来就是错
的，但杀纳粹战犯又何尝是对的呢？
杀戮的残忍使他对道德产生深刻质
疑。安德鲁的妻子向往着美好生活，
但屡受挫折后患上抑郁症，并淹死了
他们的三个孩子。安德鲁在悲痛和绝
望中杀死了妻子。杀妻丧子事件给他
的精神带来沉重打击，并出现了严重
的精神问题。他深深地自责，由于对
家庭的漠视，使妻子罹患抑郁症，并使
自己的孩子罹难，而杀妻带来的罪恶
感更让他难以释怀。在强烈的心理防
卫机制作用下，他把自己幻想成“英
雄”泰迪，并认定将三个孩子溺死的不
是妻子而是女犯瑞彻尔，杀害妻子的
不是自己而是面目丑陋的安德鲁。在
高度的自我暗示下，其意识范围逐渐
紧缩，并慢慢分不清真实和想象，完全
沉浸在自我的内心体验中，并陷入自
己臆造的完美情景之中。因此，不管
是泰迪还是瑞彻尔以及杀人犯安德鲁
都不过是病人臆想的产物。

精神失常的安德鲁，被归入“精神
病人”的概念范畴。他（少数）相对“正
常”的社会（多数）而言就成了异类，顺
理成章地被送进疯人院，并成为规则
（如医学）规训的对象。这些情节承载
了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政治隐喻：在

民主时代，要警惕多数人的暴政。这便
牵涉到法理学上的一组传统概念：民主
与法制。民主与法制在现代社会，犹如
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没有法
制的民主很容易沦落为多数人暴政。对
多数人暴政最好的防御，就是将民主纳
入法制，并最终建构起法治秩序。

因为曾目睹自己的三个孩子溺死，
安德鲁对水有了很深的恐惧感。这便解
释了安德鲁在船上的反常表现。而在

“调查”的过程中，泰迪不断感觉到疯人
院的医生要迫害他，给他服用会产生幻
觉的药物，并怀疑“搭档”是安插在身边
的帮凶。他试图将无法接受的过去从记
忆中抹去，但脑海中残留的部分记忆，却
异化为潜意识，通过幻觉的片段传达着
信息。每当暴风雨来临前，受环境的刺
激，他便陷入臆想，并伴随大量幻觉和暴
躁易怒，因此成为禁闭岛上最危险的病
人。为了使安德鲁不再危害他人，疯人
院对他的处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
主张采取生物学模式，即通过手术切除
其脑叶白质，这样就能让他彻底地温顺
听话。但主张采取精神分析模式的考利
医生和肖恩医生（即“搭档”查克）力图通
过情景出演，让病人自觉其场景的不合
逻辑，从而跳出自我臆想，重新获知过去
的记忆。因此，有关“联邦警察”泰迪上
岛查案，都是疯人院为配合其臆想而设
计的“演出”，安德鲁恰恰是那个等待拯
救的病人。

故事的结局是，当安德鲁最终发现
事情的真相，惨烈的现实让他顷刻间丧
失意志。清醒后的安德鲁坐在草坪前的
台阶上。禁闭岛一扫之前的阴霾竟显得
格外清亮。这是否预示着希望的降临？
但安德鲁对肖恩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下一步怎么做？我们要离开这里，查
克，回到大陆。不管这里到底怎么回事，
总之不妙。”肖恩医生原本持有的希望重
新坠入谷底。这宣告了之前治疗方式的
失败，安德鲁不得不面临切除脑叶白质
的手术。临走时，安德鲁对肖恩医生说：

“这地方让我不由得去思考，到底哪种情
况更糟糕，是像个怪物一样苟活着，还是
做个好人死去？”安德鲁的这一疑问堪称
是苏格拉底临终遗言“是该走的时候了，
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去做的哪个
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以及哈姆
雷特的断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
得考虑的问题”的翻版。也就在这时，我
们意识到安德鲁确已清醒，但这种清醒
却给安德鲁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痛苦，他
无法接受充满血腥和罪恶的记忆。因此
他宁愿选择脑叶白质切除术，将自己的
记忆清零，这可谓安德鲁选择的自我救
赎。而考利医生们之前的努力，则可看
作是他者的拯救，虽然拯救以失败告终。

影片末尾，在落日余晖中望海而立的
塔楼，宣泄的是悲怆之情还是希望之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
生 ）

西汉都城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
中心，人烟稠密，豪强权贵云集，富商
大贾众多，恶少游侠横行，各种刑事案
件时有发生，暴力恐怖犯罪史不绝书，
使天子脚下的京城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状
况最差的地方，令统治阶级伤透了脑
筋，屡言京师“难治”、“难理”。

一、汉都长安的暴力恐怖犯
罪类型

归纳史书上记载的长安京畿地区的
暴力恐怖犯罪，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杀人越货
长安城中恶少众多，流氓充斥，不但

经常聚众偷盗抢劫，而且如遇反抗，即刀
棒相向，群殴致死。有时候这些恶少流
氓受人钱财，不但杀害平民百姓，而且也
杀害国家官吏。《汉书·尹赏传》记载，一
群街闾恶少公然聚会商议杀害国家官
吏，决定以抓弹丸的形式确定分工，抓到
红丸者杀武官，抓到黑丸者砍文吏，抓到
白丸者为在行动中为被杀的同伙办理丧
事。有一段时间长安城每到黄昏以后，
即有流氓恶少成群结伙，横行闾里，寻衅
滋事，剽劫行人，杀人害命，死伤横卧街
市，击鼓报警者一夜不绝。有的高官权
贵暗中藏匿不法亡命之徒，有的豪强雇
佣游侠或武功高手报仇杀人泄愤，致使
后来在长安城中竟然出现了一批替人行
刺以赚钱财的职业杀手。

2.劫质绑架
长安城中劫取人质以勒索钱财的绑

架案件也时有发生。《汉书·赵广汉
传》记载，一天晚上长安一伙恶少聚会
于偏僻小巷的一座空房子里，共谋劫人
绑票，被京兆尹赵广汉派吏卒全部捕
获。长安富人苏回在皇宫中为郎，回家
途中被二人劫之为质，通知家人用钱赎
人。赵广汉闻讯后立即亲率吏卒赶到现
场，令长安丞作为“谈判专家”叩门告
诫说：京兆尹转告二位绑架者，苏回是
皇帝亲信之近臣，不得妄行杀害。如能
释放人质，束手归案，将会得到从宽处
理。两人惊恐官军赶来如此迅速之余又
素闻赵广汉之名，放弃了强行对抗、鱼
死网破的打算，开门而出，叩头领罪。
有一些贪官污吏为了谋取钱财，也公然
干起了绑架勒索的不法勾当。如汉乐府
诗《平陵东》中描写道，就在长安城郊
的汉昭帝平陵附近，一位老人遭到绑匪
绑架。而绑架地点就在官府的高堂之
下，绑匪正是如狼似虎的官吏。他们强
行勒索老人必须“交钱百万两走马”。
家贫如洗的老人遭此强暴，只得答应卖
掉家中仅有的小牛犊作为赎金。

3.盗墓掘坟
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盗掘坟墓

不仅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行为，也是一种
施暴逝者、辱及生者的暴力恐怖行径。
正因为如此，贾谊在《治安策》中将盗
掘坟墓作为影响京师社会治安的严重刑
事犯罪之一。长安的盗墓掘坟犯罪行为
往往是一群无赖少年组成盗墓团伙，昼
伏夜出，将长安附近的贵族平民之墓、
古今大小之坟逐一盗掘，而埋藏无数金
银珠宝的汉家天子墓葬更是盗掘的重点
对象。汉文帝时代，就有人盗走汉高祖
长陵宗庙里的祭祀器皿和座前玉环，甚
至割取了宗庙里的门帘。西汉中期以
后，盗墓掘坟案件日渐猖獗，公元前
84年，也就是汉武帝死后刚刚3年，盗
墓贼就偷偷钻进其陵墓茂陵盗取金银珠
宝。4年后，有人在扶风市场买得茂陵
墓中所陪葬玉箱、玉杖二物。京都的盗
墓之风也蔓延到全国各地，参与者和组
织者甚至包括当时的王室贵族。如《西
京杂记》记载：“广川王去疾，好聚无
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
皆发掘。”

4.散布恐怖谣言
谣言历来是蛊惑人心、扰乱社会

治安、制造恐慌恐怖气氛的利器。汉
都长安的政治、社会谣言往往与宫廷
政变、权贵斗争、社会局势密切结
合，国家朝政和社会局势越是动荡不
安，谣言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恐怖。
西汉王朝自元帝、成帝以来，国家朝
政每况愈下，长安城中谣言四起。公
元前 30 年，长安城中一女子突然狂奔
于街头，说大水即将淹没长安城。全
城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平民百姓
跟着狂呼乱喊，纷纷奔向城外，相互
践踏，死伤无数。皇宫里的太监、宫
女也冲出宫门，夺路逃命，甚至连汉
成帝本人也惊慌不已，下令寻找大
船，准备携带皇后嫔妃避难城外。后
来才闹明白根本没有什么大水要来，
纯粹是一个谣言。一场谣言竟然导致
京城陷入前所未有的惊恐之中，可见
当时长安城与西汉王朝的统治局势一
样，已处于混乱失序、风雨飘摇之中。

二、汉都长安的暴力恐怖犯
罪特点

汉都长安暴力恐怖犯罪具有明显的
三个特点：

1.具有黑恶社会势力性质
汉都长安的暴力恐怖犯罪除血亲复

仇案件外，大多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犯
罪，具有明显的黑恶社会性质。这些社

会恶黑势力的头目，就是居住在长安大
街小巷的所谓任侠仗义、“以武犯禁”
的“豪侠”、“游侠”。这些“豪侠”、

“游侠”空有侠义之名，实为流氓黑社
会势力头目，他们广招宾客、流氓以壮
大实力，与官府权贵相勾结以互为保
障，经常杀人越货以威慑四方。“豪
侠”、“游侠”中最为著名的，有郭解、
原涉、楼护、樊中子、赵王孙、高公子
等。还有东市贾云、城西万章、剪市张
禁、酒市赵放、杜陵杨章等。大概前者
以势大力雄、声名远播而著称，后者以
盘踞一方、欺行霸市而闻名。其共同特
点是“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
使，侵渔小民”，老百姓视之如同豺狼
虎豹一般。如所谓“大侠”郭解被从东
方迁徙到长安近郊的茂陵之后，广结豪
门权贵，广招宾客门徒，以生死盟约的
形式组成了长安最具威名的社会黑恶势
力。一次大会宾朋时一儒生仅仅小声嘟
囔：“ （郭） 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
贤？”结果宴会之后即被郭解的门徒杀
害，并断其舌。原涉依仗门下众多的奸
宄之徒撑腰壮胆，横行长安，稍有触犯
其所谓“虎威”者必有性命之忧，“触
死者甚多”。其门徒宾客也经常欺压百
姓，动辄杀人于大街之上。

2.官府豪门为暴力恐怖犯罪提供保
护伞

黑恶社会势力与官府豪门相互勾
结，构成了汉都长安暴力恐怖犯罪的一
大特点。黑恶社会势力经常为外戚、权
贵和豪门等政治势力杀死政敌、铲除异
己、消弭丑闻，外戚、权贵和豪门等政
治势力经常为黑恶社会势力提供保护
伞，为暴力恐怖犯罪行为消除影响，减
轻罪罚，甚至极力开脱。如郭解被从东
方迁徙到关中时，当地豪门权贵出资千
万相送，沿途官府殷勤接待，唯恐照顾
不周。当其门客在长安杀人犯罪后，官
府为郭解百般开脱，奏其无罪。城西柳
市的万章及其门客制造了多起杀人害命
的暴力恐怖案件，但因其与朝中权贵石
显交情深厚，官府不但装聋作哑、不闻
不问，而且京城大小官员甚至诸侯、宦
官都纷纷与万章攀交情、套近乎。楼护
是汉成帝时期长安城中一黑恶势力的总
首领，经常出入外戚王氏兄弟五侯之家
为座上宾，其余高官贵族也经常以能认
识结纳楼护为荣。楼护母亲死后埋葬
时，以王氏五侯为首的高官贵族送葬车
辆竟达数千辆。有的黑恶社会势力头目
甚至摇身一变，堂而皇之成为朝廷命
官。如原涉曾被朝廷任命为谷口县令，
楼护后来官至广汉太守。

3.“富二代”构成暴力恐怖犯罪主
体

汉都长安暴力恐怖案件的直接制造
者多是一些流氓恶少，其中又以“五陵少
年”为主体。汉武帝时期开始向关中诸
陵县迁徙天下豪富，规定凡家资在 300
万钱以上者都要迁徙，以期“内实京师，
外销奸猾”。这些豪富迁徙到关中后均
集中居住在今陕西咸阳北原上的五座皇
帝陵园区内，其下一代就被称为“五陵少
年”。这些身为“富二代”的“五陵少年”
依仗家资雄厚，不屑于从事任何产业，经
常穿着华丽的衣裳、骑着五颜六色的骏
马、身后跟着一大群家奴恶犬、胳臂上架
着苍鹰，耀武扬威，招摇过市。他们目无
王法，经常在长安街头打架斗殴、杀人放
火、强抢民女，甚至杀害国家官吏，被称
为“五陵恶少”，成为社会秩序的严重破
坏者。他们在官府追捕紧急之时，往往
一是投奔到黑恶社会势力头目门下寻求
庇护，成为黑恶社会势力的主要打手；二
是投靠到高官贵族门下，成为豪强权贵
的鹰犬奴仆。

三、汉都长安暴力恐怖犯罪
的司法治理措施

汉都长安日益猖獗的暴力恐怖犯
罪，不仅严重影响了京城百姓的生命财
产安全，而且也严重影响到天子皇室、
百官衙门和高官贵族的安危。从汉武帝
开始，西汉王朝以强硬的手段和措施严
厉惩治京城的暴力恐怖犯罪，并且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1.以铁腕人物为长安最高行政司法
长官

由于长安城的暴力恐怖犯罪的上述
三个特点，所以号为“难治”、“难理”，非
大智大勇之人不敢轻易而为之。因此，
长安最高行政司法长官京兆尹和专门负
责京城社会治安的中尉等重要职务，从
汉武帝时代开始由皇帝亲自在朝廷重臣
和地方干吏中选任，条件是不畏强暴权
贵、果于用法、办事干练、手段残酷。如
义纵在为官长陵令、长安令时，执法不畏
豪门贵戚，曾将王太后的外孙依法捕获
治罪，被汉武帝任命为京兆尹。义纵上
任之后“以斩杀缚束为务”，长安的暴力
恐怖案件很快呈下降趋势。王温舒为河
内太守时以残酷手段诛杀豪强，“至流血
十余里”，汉武帝以为能，任命其为负责
长安社会治安的中尉。王温舒采取以毒
攻毒的方法，鼓励盗贼恶少检举告发城
中奸豪，然后逐一拿下，关入大狱，“大抵
尽糜烂狱中”。还有这一时期曾任京兆
尹和中尉的宁成、尹齐、咸宣等人，都是

以执法严明、不畏权贵、为政酷烈而著
称，被称为“酷吏”。实际上这些铁腕
人物都是儒家思想“治乱世宜用重典”
的行政司法实践者，对于当时打击长
安暴力恐怖犯罪、维护京城社会治安、
震慑权贵豪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司
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也指出，这
些酷吏在非常时期非常位置上适应了
社会需要，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

2.以铁血手段治理暴力恐怖犯罪
汉代在打击长安暴力恐怖犯罪方

面采取的是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政
策，首先以“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将
黑恶社会势力头目问罪处死，借以威
慑其他犯罪分子。如郭解、原涉等所
谓名闻天下的“大侠”、“豪侠”都被
官府缉拿下狱，穷治其罪，判处死
刑。赵广汉为京兆尹时执法严明，将
名义上任职京兆掾实为地方黑恶势力
头目的“豪侠”杜建收捕下狱，杜建
平时结交的豪门权贵甚至近侍宦官都
纷纷找上门来或利诱，或威胁，要求
放其一马，赵广汉丝毫不为所动。骄
横不法的杜氏族人和宾客竟然扬言要
武装劫狱，赵广汉勃然大怒，先派属
吏警告他们说：“如胆敢劫狱，就灭
了杜氏满门！”然后只派数名吏员将
杜建押赴刑场公开处死，杜氏族人和
宾客竟无一人敢轻举妄动，围观民众
无不拍手称快。

以铁血手段惩治暴力恐怖犯罪最
为著名者，当推被称为“虎穴”县令
的尹赏。他为长安令伊始，即大规模
整修长安监狱，挖掘了一座深宽各数
丈的坑穴，取名“虎穴”。然后召集
长安的所有基层官吏，让他们将城中
平日作恶多端的流氓恶少、地痞无
赖、“豪侠”“游侠”等，一一登记造
册，限期上报，最后共得数百人。尹
赏连夜集合吏员兵卒，赶着数百囚
车，在全城展开大搜捕行动，将其一
网打尽。尹赏亲自甄别审问，将其中
十分之一的人训诫后释放，其余的以
每百人为一队，分批投入幽深黑暗的

“虎穴”之中，然后以巨石覆盖穴
口。每隔几日打开“虎穴”一次，将
已经死亡者抬出运往城外，乱葬于东
城墙下的荒地旷野，并注明姓名。百
日之后，“虎穴”中最后一人倒毙，
尹赏才准许所有家属各自认领尸体，
自行拉走埋葬，“亲属号哭，道路
皆嘘唏”。长安百姓为之作歌唱道：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
不谨，枯骨后何葬？”这次酷烈的铁
血行动沉重打击了暴力恐怖分子的嚣

张气焰，一些侥幸漏网的流氓亡命之
徒纷纷外逃，长安城中盗劫杀人现象
在一段时间内基本绝迹。

3.以分化瓦解方式处置犯罪团伙
汉宣帝时，“长安市偷盗尤多，

百贾苦之”，换了几任京兆尹都无能
为力。张敞为京兆尹后，深入大街小
巷进行明察暗访，得知长安城中的偷
盗团伙各有头目并善于伪装，他们衣
着光鲜，出入有车马，为人温厚，

“闾里以为长者”。 张敞召集这些头
目到衙门，戳穿他们的真实身份，宣
示其罪行，并限期要求他们交出所盗
赃物和同伙姓名，否则严惩不贷。这
些头目惊恐谢罪并表示愿意立功赎
罪，说今天召他们到官府已经惊动了
大小盗贼，不如趁此机会委任他们以
官职，先安抚人心，然后趁机行事。
张敞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当场签署了
委任状。这些头目回家之后各自大摆
筵席，庆贺升官，城中大小盗贼和五
陵恶少、流氓头目无不前来赴宴贺
喜。在众人喝得酩酊大醉之时，这些
头目偷偷在他们的衣服上涂上赭色作
为标记。宴后大小盗贼回家途中，早
已在闾里小巷张网等候多时的张敞指
挥吏卒一拥而上，将身上有标记者摁
倒在地，逐一收捕，一日之内，长安
及其近郊地区的数百名盗贼全部落入
法网，张敞依法一一予以严厉处置。
此后很长时间长安城中抢劫盗窃案件
极少发生，击鼓报案者也日渐稀少。

“虎穴”县令尹赏曾将犯罪情节
较轻的流氓恶少数十人告诫后释放，
要他们立功赎罪，立功较大者可以任
用为缉拿强盗小偷的捕吏。这些人由
于熟悉情况，又急于立功赎罪，人人
争先恐后检举捕捉昔日同类，数月之
间长安城暴力恐怖案件发生率呈急遽
下降趋势，百姓安居乐业，无不称赞
尹赏治理有方。

赵广汉为京兆尹治理长安的风格
是软硬兼施，恩威并济，在以铁血手
段处死新丰“豪侠”杜建的同时，对
那些犯罪情节较轻又愿意改过自新
的人，都从轻处罚或者免罪释放。
对于当场认罪伏法最后被朝廷判处
死刑的两个绑架犯，行刑前赵广汉
设宴送行，并为其准备棺木葬具。
此外他还注意提高属下的司法官吏
待遇，将负责缉拿犯罪分子的游
徼、负责监狱管理的狱卒俸禄提高
到百石，这些“百石吏”感激之余都
自珍自重自惜，再也不敢徇私枉法，
非法缉捕和羁押无辜百姓。赵广汉的
这些措施获得了属下官吏和长安百姓
的交口称赞，“以为自汉兴以来，治
京兆者莫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