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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学时曾读到一本中学教材，
大约出版在 50或 60年代。教材中收录
了《水浒传》第四十八回解珍解宝的故
事并配有插图。我至今记得初读这本教
材的异样感觉。当时活在文化极为贫乏
的年代，满眼都是红卫兵、阶级斗争、
上山下乡等构成的新文化现象。那本教
材好像是繁体字，略有注释，字体和插
图风格与“文革”时的大不一样，感觉
有点古旧而久远，模糊而神秘。解珍解
宝的故事是我第一个熟悉的水浒英雄的
故事，以前曾因国家对《水浒》较劲大
批特批而知道“《水浒》这部书，好就
好在投降”，也曾因同学的父亲有一部
为批判而重新出版的三卷绿色封面的

《水浒全传》而暗中羡慕不已，但那时
没有读过 《水浒》，只知道这部书是

“毒草”，宋江不是什么好鸟。
再接触《水浒》已经是初中以后的

事，对于 《水浒》 这部书原来并不喜
欢，砍砍杀杀，戾气太重，喜欢上这部
书，不知是多少年以后了。不过，无论
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戾气也还是一样地
重。

解珍解宝的遭遇很像阶
级斗争

解珍、解宝是兄弟两个，都是猎
户。那时的中国不少地方都有老虎，武
松打虎，李逵母亲遇虎，解珍、解宝为
虎而遭牢狱之灾，都与虎有关。当时人
们讲老虎叫“大虫”。“虫”本来是小
的，冠以“大”字就形成一种反差，感
觉有点想藐视又有点怕怕的。

近些年来拍古装电视剧，有人评论
道，那野外景色全不靠谱。古时候应该
到处森林覆盖，郁郁葱葱，不像现在，
到处秃眉烂眼哪像个样子。树多，各种
野生动物即使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
护也能活得兴高采烈、有滋有味，任性
时还对人造成危害。那时老虎很多，不
像现在得靠周正龙用年画来充数。虎患
一严重，官府就迫令猎户去拿，有时也
搞悬赏。山东海边登州也是如此，按

《水浒》的说法：“登州城外有一座山，
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
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杖限文书
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后之家
也要捕虎文状：限外不行解官，痛责枷
号不恕。”

山东登州有一猎户，只有尚未婚娶
的两个兄弟，父母俱亡。解珍为兄，绰
号“两头蛇”；解宝为弟，绰号“双尾

蝎”。两人都有惊人武艺，都使浑铁点
钢叉。据说“州里的猎户们都让他俩第
一”，这一“让”字有点意思。

话说这一天兄弟两个到官府领了
“甘限文书”，按照文书要求，要在三日
内把虎捉来，否则将受责罚。两人到登
州山上下了窝弓，带了干粮一连两日上
山守候，一直到五更下山，连虎的影子
都不见，捉虎非易事，打猎实艰难。第
三日再上山，直到夜里四更时分，忽然
听到窝弓发响：一只老虎中了药箭，在
地上滚。见有人来，老虎带箭逃走。两
个便追。不到半山里时，药力透来，老
虎支撑不住，吼了一声，骨碌碌滚下山
去。解宝认得老虎滚落之处是毛太公庄
后园。兄弟两个便提了钢叉直接下山到
毛太公庄上敲门。

毛太公有意赖他们的虎，见解氏兄
弟前来，使个“拖”字诀，假意殷勤，
先请他们吃早饭，又拿茶敬二位，书中
描述如真：

叫庄客且去安排早膳来相待。当时
劝二位吃了酒饭。解珍、解宝起身谢
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烦去取大虫还
小侄。”毛太公道：“既是在我庄后，怕
怎地？且坐喝茶，去取未迟。”解珍、
解宝不敢相违，只得又坐下。庄客拿茶
来敬二位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贤侄
去取大虫。”解珍、解宝道：“深谢伯
伯。”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庄后，方
叫庄客把钥匙来开门，百般开不开。毛
太公道：“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敢
是锁簧了锈了，因此开不得。去取铁锤
来打开罢了。”庄客身边取出铁锤，打
开了锁，众人都入园里去看时，遍山边
去看，寻不见。毛太公道：“贤侄，你
两个莫不错看了，认不仔细，敢不曾落
在我园里？”解珍道：“恁地得我两个错
看了？是这里生长的人，如何认不
得？”毛太公道：“你自寻便了，有时自
拿去。”

解宝眼尖，一眼看到“这里一带草
滚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迹在上
头”，印证了他们的猜测，老虎正是落
在毛家园子里。解珍要求“须还我这个
大虫去解官”，毛太公道：“你两个好无
道理！我好意请你酒饭，你颠倒赖我大
虫！”双方争执起来。解珍、解宝要
搜，毛太公喝阻。解宝寻不见老虎，心
中火起，便在厅前打将起来。解珍也就
厅前攀折拦杆，打将入去。毛太公叫
道：“解珍、解宝白昼抢劫！”那两个打
碎了厅前桌椅，见庄上都有准备，两人
便拔步出门，指着庄上大骂。正骂之

时，两三匹马奔庄上来，原来是毛太公
儿子毛仲义，解珍、解宝上前说明情
况，毛仲义哄骗两人进庄门，然后喝令
二三十个庄客随同毛仲义带来的官差，
一起下手将解珍、解宝捆绑。毛仲义对
他们说：“我家昨夜射得一个大虫，如
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掳我家财，打碎
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
本州除了一害！”其实，毛仲义在五更
时先把大虫解送到州里去，随后带了若
干公差来捉解珍、解宝。解珍、解宝哪
知这背后勾当，上了大当。

接下来毛家将解珍、解宝解送州里
去。本州衙门有个六案孔目王正，是毛
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
了，把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
说，捆翻便打；强迫他俩招认“混赖大
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解
珍、解宝受拷打，忍受不得，只好违心
招认。知府下令取来两面二十五斤的重
枷来枷了，钉下大牢里去。

案件到此，冤狱已成。毛太公、毛
仲义意识到不能放过解珍、解宝，否则
必有后患，便吩咐王正：“与我一发斩
草除根，了此一案。”解珍、解宝性命
堪忧。

这个故事，很有几分阶级斗争的味
道。解珍、解宝身为猎户，属于农民阶
级，毛太公具有规模不小的庄园，养有不
少门客，当然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为
富不仁，抢占农民阶级的劳动果实——
要是放在三十几年前，课文的中心思想
就得这么分析，才是政治正确。受过这
种语文思维训练的，现在重看这一段故
事，多少还是有一种阶级斗争之感。

解氏兄弟逃过死劫全靠
亲友相助

解珍、解宝遭遇牢狱之灾，因毛氏
父子设计陷害，衙门里的六案孔目王正
是毛太公的女婿，解氏兄弟可谓遭了毛
氏一家亲戚毒手。解珍、解宝脱离牢狱
之灾，皆因自己亲友相助，没有亲友，
这牢底坐穿还是小事，怕是性命堪忧。

看守死囚牢里的节级包吉收下毛太
公奉送的银两，听信王正之言要取解珍、
解宝的性命。小牢子（即狱吏，如今唤作

“看守”、“管教”）将解珍、解宝带往牢
里。见没人，那小牢子对他俩说：“你两
个认得我么？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
方知那是乐和舅，事情有了转机。

乐和有心搭救解珍、解宝，但是单
丝不线，孤掌难鸣，只得先报个信。解

珍请乐和带信与其姐姐，那姐姐听名字
便知不是善茬，就是绰号“母大虫”的
顾大嫂，据说要是打将起来，三二十人
怕是近他不得。姐夫孙新，其弟孙立，
论起来是解珍、解宝的姑舅哥哥。乐和
应允，很快奔到东门外，往十里牌去找
顾大嫂和孙新、孙立。

读书至此，先浮一大白。解珍、解
宝的亲戚未必有毛氏父子那么富有，但
功夫都非等闲，金圣叹曾点评说“上文
先云父母双亡，不谓父母面上却寻出如
此一派亲眷，真正绝世奇闻”。

乐和找见顾大嫂，告诉顾大嫂有关
解珍、解宝的冤屈。顾大嫂听罢，赶紧
叫人去寻孙新商议劫牢。顾大嫂和孙新
认为此事非请出邹渊、邹闰叔侄两个相
助不可，邹渊、邹闰在登云山台峪聚众
打劫。孙新连夜去登云山，请来邹渊叔
侄两个来一同商议。筹划劫狱之后一起
到梁山泊落草。商议中，孙新提到其亲
哥哥孙力做本州军马提辖，武艺高强，
明日亲自去请他来，说服其随大家落
草。次日孙新将孙力请来，见了顾大
嫂，将事情原委一说，孙立虽不愿落
草，也只得应允。次日，登云山寨里邹
渊收拾金银，和手下人过来相助；孙新
家里有七八个知心腹的伙计，并孙立带
来的十数个军汉，集合成四十多人，分
作两路前往登州府。

到了登州府牢里，见到包节级，顾
大嫂大叫一声“我的兄弟在那里”，便
挈出两把明晃晃尖刀过来，包节级往亭
心外便逃走。解珍、解宝被乐和放出，
正迎着包节级。解宝一枷梢打去，把包
节级的脑盖劈得粉碎。邹渊、邹闰在登
州衙门里杀了王正，提着头出来。解
珍、解宝提议到毛太公家，报了仇去。
孙立引着解珍、解宝、邹渊、邹闰等人
迳直奔毛太公庄上来，毛仲义与毛太公
正在庄上庆寿饮酒，何曾提防。一伙好
汉呐喊一声杀将进入，把毛太公、毛仲
义并一门老小都杀了，一个也不曾留
下，将庄院一把火烧了。各人上马，一
行人星夜奔往梁山泊。

这故事情节不复杂，读罢却觉得畅
快异常。王望如评论道：“毛太公父子
赖虎，屈陷解珍兄弟，王正、包节级久
已几肉待。忽有小牢子乐和，垂云天之
手，而通大虫之信，异哉！母大虫怂恿
孙新，逼勒孙立，联络邹渊、邹闰，劫
牢越狱，以解毒龙山之围。”岂不令人
大感快哉？

解珍、解宝兄弟落难，端赖亲属之
间手足之情，才转危为安。要是没有这

一干亲属，解珍、解宝就命丧死囚
牢，做一对屈死鬼了，真正可叹。

思考“家族”意味着什么

拯救解珍解宝的，不是审判者的
明察，而是他们的亲友。

《水浒》本来是写宋德衰微、官箴
失措而使英雄豪杰被逼反叛、相率为
盗的故事，从中搜寻法制观念，自然不
免有缘木求鱼之憾，特别是《水浒》中
的宋代法制也实难令人肃然起敬。看

《水浒》中一些案狱故事，不难发现，受
冤屈之后要得到营救，不是靠亲戚就
是靠朋友，司法裁判官根本就靠不住，
他们往往是豪强的司法帮凶，法律与
证据也都靠不住，它们如牛溲马勃，好
像总是帮不了受冤者什么。

解珍解宝如此，林冲如此，卢俊
义也是如此，没有亲友相助，他们的
下场都会很惨。

在中国，家的观念比国的观念更
为强固，传统国人的意识中往往有家
无国，世界虽然广大，世象尽管纷繁，
外界徒然精彩，只构成一个人生活的
背景，只有家和亲友，才真正与自己

“有关”。获得利益，赢得成功，得了便
宜，由衷为自己感到高兴的，是自己的
父母兄弟姊妹和其他亲属，以及自己
的挚友。受了冤屈，被人欺负，遭遇不
幸，真为自己感到不平、愤怒、忧愁、同
情、焦虑、痛苦的，是自己的父母兄弟
姊妹和其他亲属，以及自己的挚友（香
港作家李碧华在《看》一文中曾言：看
两人关系，要看其中一个遭到祸事时
另一个人的紧张程度）。对于熟人社
会的中国人来说，一个人倘若没有亲
友，将立即失去安全感，陷入可怕的孤
独之中。

我注意到，类似解珍解宝这样的
冤狱受害者，为其多方奔走，锲而不
舍为其吁求、陈告，跪穿膝盖，踏破
铁鞋，不愿放弃的，往往是其亲属。
近年来，依靠父母为自己鸣冤而沉冤
得雪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不过，一
个人若陷入冤狱，父母若年事已高，
身体衰弱，能够持久为自己的子女冤
屈奔波的，只怕是不多。作为申冤
者，就身体而言，兄弟姊妹可能倒是
更为适宜。冯梦龙在《滕大尹鬼断家
私》一文中有一段论父母、夫妻、兄
弟：“且说人生在世，至亲的莫如爹
娘。爹娘生下我来时节，极早已是壮
年了，况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也只

好半世相处。再说至爱的莫如夫妇，
白头相守，极是长久的了；然未做亲
以前，你张我李，各门各户，也空着
幼年一段。只有兄弟们，生于一家，
从幼相随到老，有事共商，有难共
救，真像手足一般，何等情谊！”

不过，在各种亲属之中，父母之
外，尤以姐妹出力为多，兄弟之间的
相互拯救反而湮没不显——中外都不
乏姐姐拯救弟弟这样的事例，如英国
的本特里被处决后（本特里因与同伴
涉嫌盗窃而被警察包围在屋顶，本特
里同伴枪杀一名前来围捕的警察，由
于开枪者未成年，法庭无法判决其死
刑，已经成年的本特里遂被处决，成
为绞刑架上的冤魂），长期奔走为其
鸣冤的，是他的姐姐。同样，在中国
发生的孙万刚案件，为孙万刚到北京
向有关机关反映冤情的，是孙万刚的
姐姐；前不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念
斌案件，为念斌到处奔波鸣冤的，是
念斌的姐姐。这种冤案平反中的姐姐
现象，似乎值得学问庞大之士好好研
究一番。也许性别心理学中，姐姐的
准母爱心理和女子性格中的耐性、韧
性，可以提供某种解释。

当然，像拯救解珍解宝这类需要
舞刀弄枪的事件，非兄弟朋友莫办，
女子中顾大嫂、侠女十三妹之类练家
子，毕竟凤毛麟角，一般女子是上不
得沙场、劫不了法场的。

解珍解宝这一类事例很容易给人
们带来的一点另类启发是：要想从冤
狱中得到拯救或者使公道得到伸张，
兄弟姊妹是一定要多。

这真是一种令人心酸、心碎、心
寒的社会现象。

陪审制度被誉为“现代司法制度
的根基”、“民主的堡垒”与“自由的守
护神”，它具有政治、司法和社会三个
维度的价值功能，对于彰显司法民主、
制约权力滥用、提升司法公信及培养
法治信仰具有重要作用。一般认为，
近代的陪审制度起源于与封建专制王
权的斗争，经由殖民统治与法律移植传
播至世界各地，壮大于近代民主运动浪
潮。制度总是镌刻着时代印记，时代发
展必然导致制度初衷的演变甚至“目的
转换”。时至今日，陪审制度面临的社
会环境与其初创时期已大不相同，其承
载的价值功能也在与时俱进。

从对抗王权到监督司法权

近代的陪审制度诞生于英国，它
源自对抗国王专权的需要，是对代表
国王利益的皇家法官形成的有效制
约。1215年，英王约翰与贵族们妥协
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规定：“伯
爵与男爵，非经其同级贵族陪审，并按
照罪行程度外不得科以罚金……除非
依据陪审团的法律裁决或者依据当地
的法律，任何自由人都不得被抓捕、监
禁、剥夺财产、认定违法或者以任何方
式遭到损害。”17、18 世纪，陪审团在
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曾格案”等著名案
件中，陪审团通过行使“废法权”（即当
根据法律得出的结果有违陪审团的正
义感、道德感与公正感时，陪审团故意
拒绝接受证据或拒绝适用法律的权
力），使不正义的恶法实际归于失效，
抵制了政府对人民表达政治意愿的压

迫。美国独立之后，立法者将陪审团制
度写入了《权利法案》。学者易延友指
出：“在英国和美国，陪审团审判是唯一
一种可以使弱小的一方否决强大的一方
的机制。”

对抗王权专制与殖民地压迫均已成
历史，在现代社会，政府的法治化程度也
大为提升，权力运行、制约及监督规则体
系健全完善，政府随意而专断地侵犯公
民权利的情况已属鲜见。当前，陪审制
度已成为公民监督司法的重要渠道，陪
审员从社会各阶层中以随机抽取的方式
产生，其数量规模及内部构成上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陪审员参与审判，有利于
发挥合议庭成员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
作用，防止内外部因素干预审判权的独
立行使，提高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促使法
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职责。从心理学
上看，“仅仅面孔陌生的陪审员的出现，
就对法官构成很大的潜在威慑。法官不
得不将他的判决解释得更清楚，并为判
决找出合理的解释。”

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公民来监督
法律素养高、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官，增强
监督效能的重点在于提升公众监督意
识、加强监督机制的独立性以及建立适
当的陪审规模。首先，要提升公众的权
力制约意识。陪审团负责事实认定，法
官负责法律适用，这种“分权”其实体现
了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制约
效果取决于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
识。目前，我国许多陪审员缺乏以权利
制约权力的自觉意识，将陪审员的身份
当作一种“资格”或“荣誉”，从心理上向
司法机关靠拢，导致监督功能名存实

亡。其次，要增强监督机制的独立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员由独立机构（如
陪审团专员办公室）从符合条件的公民中
随机挑选，“一案一任”的模式阻断了陪审
员与法院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法律与事
实二元分权机制保障了陪审员就事实认
定表达自由意志。陪审员相对法院保持
较强的独立性，是陪审制有效地防控司法
专权的重要原因。而在我国，陪审员的独
立性较弱，其选任程序由法院主导、履职
津贴由法院发放、发表意见受法官影响，
有的地方还发放统一的服饰，这些做法强
化了陪审员对法院的依赖性，削弱了监督
作用。再次，要维持陪审规模的适当性。
与1至2名陪审员相比，6至12名陪审员能
够形成紧密的身份与精神共同体，产生抵
制司法专制的更大力量。

从表征意识形态到加强社会整合

无论是根据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国家
主权论与人民主权说，还是根据社会主
义经典作家的司法权人民所有说，人民
均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而陪审正
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
重要方式。许多国家均建立或复兴了陪
审制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彰显其国家
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如十月革命
后，苏联废除了1864年沙皇俄国引进的
陪审制，以参审制模式取代之，20 世纪
末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于1992年恢复了
陪审团制度，“借此表示俄罗斯与苏联政
权具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重返西方民主
世界的决心”（学者李拥军语）。日本、西
班牙等国恢复陪审制度，也是深受1974
年之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在我

国，早在 1932 年中华苏维埃时期，就颁
布了《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建
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1954年宪法将人
民陪审员制度一度入宪，其后经过“文
革”时重创、法制重建中的冷落、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的勃兴以后，我们就人民
陪审员制度达成了共识：它是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
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载体，也是党
的群众路线在人民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
现。可见，陪审制度具有较浓厚的政治
色彩，学者刘哲玮犀利地指出：“国家可
以容忍成本高昂的、不完善的、甚至没有
真正实施的陪审制，却决不允许在立法
层面完全抹煞陪审制的存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处于高度
同质的状态，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与社会
文化充当着社会的主要黏合剂，社会政
治聚合力是强大的。但随着改革开放以
及市场经济的繁荣，我们面临的国情日
益复杂，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与阶层差别
日益明显，社会利益分化、利益冲突与利
益矛盾凸现，多元利益主体构成的非匀
质社会与断裂社会的国家治理面临巨大
的政治整合困难。要想达到政治整合的
目的，仅凭意识形态已难以维持高度的
政治认同和凝聚力，唯有采用规范化、制
度化的社会整合方式，才能平衡各方利
益，协调各方诉求，加固社会阶层和利益
群体的团结与合作。基于此，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
强调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
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
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优越性”。人民陪审制度是公民
参与司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
途径，它与其他政治参与方式一样，可
以将不同群体的治理观点和利益诉求
融入国家机器的运转中，防止某一阶
层或集团垄断话语权，从而提升公民
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意识，消除公民
对公权力的对立情绪，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从改造司法队伍到应对司
法公信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废除了国民
党旧法及立法制度，但由于司法干部
紧缺，普通群众不懂法律，保留了一批
旧司法人员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向
人民靠拢。这批旧司法人员有 6000
名，占法院人员总数 2.8 万名的 22%。
但是改造的结果并不成功，这些旧司
法人员“作风严重脱离群众”、“散布反
动的旧法观点”，因此，1952 年，新中
国开展了一场司法改革运动，“从政治
上、组织上、思想作风上纯洁各级司法机
关”，将6000名旧司法人员清除出司法队
伍。与此同时，新政权为了深入贯彻群众
路线，从组织上保证司法的人民性，从骨
干干部、积极分子、转业军人以及革命群
众中选任人民审判员，从普通群众中选任
人民陪审员20余万名。彭真在1953年
指出：“在一审案件中，由群众选举公正的
陪审员参加审判，不仅容易在较短的时间
内把案情弄清，因而使案件容易得到正确
处理，并且可以密切法院与群众的联
系，使群众确实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
人，增强群众对国家的责任感。”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
推进，司法注重发挥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的作用；但同时，司法领域
内的不公正、不廉洁、不透明、不规
范、低效率、伦理缺失等现象也较为
严重，导致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度降低。沈德咏大法官 2001 年指
出：“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
在逐步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司法
权是公权力的一种，它与其他国家
权力可以说是荣损与共的，司法公
信危机不仅对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
和司法事业构成较大冲击，而且会
对整个公权力系统乃至执政基础产
生负面影响。公众对司法不信任，
一定程度上源于其对司法工作存在
着“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隔
阂。所谓“物理”隔阂，是指由于诉
讼活动的非常态性和司法权的被动
性，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司法的直接
体验，大部分公众只能通过间接渠
道形成认知；所谓“心理”隔阂，指很
多民众心中残留着关于古代司法贪
污腐败和制造冤案的印象，遇有个案
的负面信息便极易影响其现实的认
知。一个封闭、神秘和缺乏参与渠道
的司法体系，容易引发公众关于司法
腐败和不公的猜疑。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人民陪审制度的重要任务就是
通过加强实质参与来增强公众对司
法权的认同与信赖，进而增强对国家
权力的认同和信赖，以应对公权力乃
至社会的信任危机。

无独有偶，在西方国家，随着代
议制民主的危机加深，公民对参与司
法的诉求日益强烈，政府采用公民参
与的方式来增强其政治统治和决策
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上世纪90年代
以来，俄罗斯、西班牙、日本等多国复
兴了陪审制度，这种复兴并非偶然
的，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对陪审制度价
值功能的重新发现和深入拓展。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要“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
试点”，在这项改革试点中，到底哪些业务应该由法
官负责，哪些业务应该由执行员负责，改革后执行
员的管理体制如何构建，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今
日8版刊登两篇文章，分别介绍德国、瑞士和英国
的执行模式：德国执行机关多元化，包括法院执行

官、执行法院、诉讼法院、土地登记所；瑞士法院判决
的执行，由州政府设立的债务执行局、未成年人保护
中心等专门机构负责，必要时申请警察协助；英国法
院民事执行中，动产扣押、动产交付和强迁可以“外
包”给有执照的执行官执行。究竟哪种模式更适合我
国国情，更有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文章进行了客观
分析，以期助益于我国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改革的
体制构建。敬请关注。 ——法律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