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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文化能够“益智”
法 文 化 解 读 □ 童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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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私法人格的东京审判
燃 灯 絮 语 □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 赵国辉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
东京，分别举行了两场战后大审判，设在
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简称东京审
判。审判之时即有人称其“无法依罪刑
法定、罪行均衡而为之，而只能依靠平
等、人权等更高价值”，甚至法国法官帕
纳特和印度法官帕尔居然也声称审判仅
仅依据自然法，为此，日本涌现过四次学
术热潮。近年来，时常有日本官员指责
东京审判为“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安倍
上台后也抛出“东京审判”是非法的、“侵
略未定义”等论调，甚至出现了重新评价
东京审判的叫嚣。凡此种种，实质是沿
袭传统国际法的某些条款，攻击其与自
然法的藕连，挑战东京审判之法权。一
直以来，国内学界与社会热衷于对天皇
战争责任的关注，对战争遗留问题虽有
所涉猎，但是对东京审判的法权缺乏足
够的认知，尚不足以冰释对东京审判合
法性的疑窦。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既合理又合法

东京审判结束后，日本著名报纸《朝
日新闻》发表评论：“追究对和平、对人道
的犯罪并予以宣判，只有对和平和人道
具有强烈的责任心才能做到。在这个意
义上，采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形式的东
京法庭，应该说其最终意义，等于各战胜
国的和平宣言。”徐勇先生等人经过分析
得出“东京审判借鉴了自然法的一些理
念，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得到认同的自然
法的基石——人类的生存权”的认识。
其实，虽然自然法及其实在法存在先后
顺序，但内容上存在密切关联并无逻辑
矛盾，如果从私法人格角度分析整个东
京审判，包括人类生存权等人格要素在
内的权利保护价值宏巨，东京审判的法
权更会透彻明晰。

私法保护的是私主体享有的私权
利，“主体性要素”是私权利的客体，指私
法主体得以构成的且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的客观要素，包括财产权、人身权以及由
其衍生出来的多种基本权利。“主体性要
素”是张俊浩教授提出的范畴，指“人之
所以作为人的要素或者条件”，并进一步
认为，“人格”是“自然人主体性要素的总
称”或“人之所以作为人的事实资格”。
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其主体身份十
分特殊，将双重法律人格集于一身，对于
国家以私主体身份进行的交往活动，则
适用私法规范，受到不法侵害时采取私
法诉讼的方式，且适用国际私法上的责
任制度。近现代时期，国家开始以私法
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

通过战争行为对私权利的剥夺即是
对人格的不法侵害，毋庸置疑，需要承担
法律责任及其后果。国际私法主体间的
权利与义务关系，一般采用协商的方式，
双方或多边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形成条
约，国际条约是近代以来按照实在法原
理进行的行为责任承诺，一旦生效就具
有法律效力。国家间的利益纠纷一般程

序是协商交涉以及仲裁调解，故此，国家
间的外交交涉是私法主体间利益纠纷解
决的首要和主要的手段与途径，只有双
方当事人间达成的条约或协议能够解决
问题。正如东京审判的首席检察官季南
所列：“日本是 1919 年凡尔赛条约的缔
约国，规定以审判罪犯的名义对德意志
皇帝威廉二世进行公审，四十八国代表
签署的关于和平解决国际纠纷的日内瓦
公约，规定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犯罪，这一
公约后来在 1927 年国联第八次大会上
作为决议获得全体一致通过。1928 年
第六届泛美会议也规定侵略战争构成对
人类的国际犯罪。”何勤华认为：“进入近
代以后，随着国际法的诞生，人们开始将
战争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逐步形成
……认识”。1919 年国际社会签订了

《国际联盟盟约》，1924 年又签订了《国
际正义和平解决议定书》，1928年《巴黎
非战公约》。“这些国际公约将非法战争
认定为侵略战争，并对侵略作出充分界
定”。

东京审判具体依据战时反法西斯同
盟国等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和日本投降
书进行。盟国的共同意志体现在《开罗
宣言》、《波茨坦公告》、《设立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的特别通告》，以及联合国宪章等
国际文献中。《开罗宣言》中指出：“三大
盟国之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之侵
略。”雅尔塔会议公报宣布：“要使一切战
争罪犯受到公正而迅速的惩办。”波茨坦
会议上，三国首脑议定设立军事法庭审
判战犯的条款。同年 8月 8日缔结了明
确规定设立军事法庭的目的、任务、机
构、管辖权等内容的《伦敦协定》，签字国
达到20个之巨。《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

《开罗宣言》是体现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基
础文件，是《联合国宪章》制定和联合国
成立的依据，第10条明确规定：“对于战
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
以法律之制裁。”依据上述具有国际法律
效力的一系列文件，经盟国授权，驻日
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于 1946 年 1 月
19日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
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日本天皇的终
战诏书及 9月 2日代表日本政府的外相
重光葵、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密
苏里号”战舰上签下的《投降书》均对《波
茨坦公告》的内容予以确认和接受。特
别是日本的那份投降书明确规定，日本
将“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当
然包括惩治战争罪犯及其相关的内容。
1972年9月，中日恢复邦交时签署的《中
日联合声明》再次阐明，日本国政府“坚
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由此可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设
立并非个人情绪，而是国际社会一直坚
持控制战争、惩罚战争行为、保护每个法
律主体权利的共识，是经盟国多次国际
会议商讨后一致同意后设立，具有权威
性和国际法律效力。因此，由该法庭进

行的东京审判 既合理又合法。

“恶诈欺”与“胁迫”等私法所
禁止的行为，成为了日本政府极端
利益扩张的手段

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托尔曼主
张，在个体所受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存
在着需求与认知两个中间变量，认知变
量就是能力，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主
要依靠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与法律领域
的“意思能力”相契合，当事人的行为能
力的有无和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
人的意思能力，即对有关事实的认识、理
解和意愿表达能力。对事实形成偏差的
认识可能会对行为产生错误的引导，日
本自明治政府以来对外认识存在极端的
自利倾向，并为此不惜一切。明治政府
初期“以万国对恃为基本目标，明确了不
仅在军事上与各国是敌对关系，而且各
方面都处于一种全面的竞争关系的对外
方针。因此，为了本国的利益，可能会形
成与某国甚至众多国家的直接对抗”。
由此，“恶诈欺”与“胁迫”等私法所禁止
的行为，成为了日本政府极端利益扩张
的手段。

在私法的法律人格中，“恶诈欺”“是
用于蒙蔽、误导、欺骗他人的一切骗局、
阴谋和诡计”，是一方当事人诱使另一方
当事人发生错误并对其造成损害的欺骗
行为。“恶诈欺”不可容忍，是要承担法律
责任的。“胁迫”是指通过体质的或精神
的强迫致使当事人作出违背真实意愿的
意思表示，它既可能表现为一种“因现在
的或将来的危险使心灵恐惧”，也可能表
现为一种“通过野蛮暴力所做的一切”。
自近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玩弄“恶诈
欺”、“胁迫”等手段侵害中国的利益。发
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事件中，
日本揪住中国对台湾东部管理的松懈，
以帝国主义对新殖民地获得的标准，即
是否实施有效管辖，有无行政机构来质
疑台湾东部的领土主权。以主要条件不
足为由重新将它定为“无主地”，明显是
一种诈欺行为。日本所谓的琉球处分，
则是以《北京专条》中的“保民义举”为托
词，将其解释成清政府承认日本对琉球
国民保护，以及琉球国民归属日本管辖
的结论。特别是一战后，日本独占中国
和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核心之九国公
约的野心日益膨胀，频频对华挑起战争，
实施侵略行为，但每每皆以“事变”来欺
诈国际社会及中国政府及国民。东京审
判揭露的日军关东军自炸铁路，然后反
诬中国军队所为，进而挑起“九一八事
变”的诈欺谎言。1932年 3月 9日，日本
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实施对
中国东北全面侵略的“满洲事变”等等，
无一不是在“事变”外衣下实施侵略的欺
诈行为。

翻开近代以来中日间签订的条约，
多是日本政府“胁迫”的结果。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当属《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岛的《马关条约》是在日军占领澎湖状况
下签订的，而且面对李鸿章注意台湾岛
民意愿的提醒，日本政府的首相伊藤博
文则以进攻京畿相威胁。同时，日本政
府还通过模糊台湾岛界限，恶意诈欺中
国，窃取钓鱼岛领土。《马关条约》注明，
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割让与
日本，刘春明认为，日本通过利用清朝官
员对钓鱼岛附属岛屿的认识，却不通过
列入条款的形式，以避免与中国进行直
面交涉的麻烦，而达到割让的岛屿既包
含钓鱼岛，又不承担法律责任之效。日
本公文书馆所存的《马关条约》文献中配
有辽东半岛南部分割线地图，而唯独缺
少关于台湾岛范围的界定与地图表示。
日本公文书馆的日本水野弁理公使和清
政府全权委员李经方间台岛交接纪要，
记载了日本政府对台湾岛极为模糊的表
述。赵英军先生分析说，台湾交接公文
史料反映出中方对于试图明确台湾的

“附属岛屿”范围的强烈意识。而日方为
了不遗漏任何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拒
绝采用列举清单的方式明确台湾的附属
岛屿范围。但是，周鲠生先生引述西方
法学界的观点，阐述的群岛中岛屿与主
岛的不可分割性，有力地证明了日本政
府行为的诈欺性。

一战爆发后，列强忙于欧洲战争，无
力东顾，日本窥到了既能宰割中国且能
倒袁的大好时机。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
声称“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
佑”，主张趁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
权”。日本黑龙会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
益也先后向日本政府建议对中国下手。
黑龙会建议与中国订立包含有十条秘密
条款的防御同盟，目的就是把中国变为
日本的保护国。驻华公使日置益认为一
战是“对中国提出要求之良机”，于是，日
本亡华的“二十一条”出炉了。日置益在
向袁世凯直接面递“二十一条”时，宣称

“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
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
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以反对派相
要挟。日本政府在秘密状态下提出亡华
的“二十一条”，还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胁
迫北京政府违背意愿地签字。

日本无视中国的国家人格，借助本
身对私法的先行继受，曲解近代国际法
的自利权益，采用“恶诈欺”、“胁迫”等手
段，扩大自身极端利益，给中国造成重大
损害，其行为是违法的，也制造了双方的
矛盾，加剧了利益冲突。日本不断扩大
与膨胀的侵略欲望，逐渐形成由局部战
争向全面战争的量变积聚，最终演变成
大规模战争的恶果。

排除不法侵略首要的是掌握
实用的法治文明知识并加以利用

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史告诫我们，如
欲排除不法侵害，首要的直接的先要掌
握实用的法治文明知识并加以利用。“九
一八事变”后，顾维钧被任命为国民政

府的外交部长，他督促国联成立了
“李顿调查团”，在东三省收集日本侵
华的证据，并最终形成了“李顿报告
书”，确认日本发动的是不折不扣的侵
略战争。可以说，顾维钧的努力从法
理上给日本对华战争定了性，为中国
人民彻底排除殖民者的不法侵害奠定
了法律根据。

“近代中国法学，并不是国人在
继承中国古代法学（律学）之基础上
诞生的，而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学发展
的经验和成果而建立起来的”。有学
者指出：“现代中国法律制度的概念
分类、结构、司法机构设置乃至法律
教育模式等均是从西方学来或自日本

‘转口’而来。”更确切地说，以个体
独立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法是经过
近代中外交涉过程中容受而来，故
此，中国法治进程与中外交涉如影随
形，东京审判也是中国法治前行的重
要节点。

东京审判从 1946 年 5 月 3 日开
始，到 1948年 11月 12日结束，前后持
续两年半之久，共开庭818次，法官内
部会议 131 次，有 419 位证人出庭作
证，779 位证人提供供述书和宣誓口
供，受理证据 4336 份，英文审判记录
48412页。整个审判耗资750万美元，
可谓是规模壮观。笔者认为审判原则
当属东京审判的关注焦点。东京审判
采用英美法系对抗式审判方式，控辩
双方的交锋是定罪的关键，法庭遵循

“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此，在最
终宣判之前，被告人席上的战犯们是
不能被认为有罪的，而如果他们在控辩
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被判
无罪的可能。审判的原则给日本战犯
的辩护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可以说，日
本战犯充分享受了法律程序及其条款
带给他们的法律权利，甚至还将上诉状
提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可见，战犯
们尽情地体味了私法的利益，并无任何

“法律不知”，根本不存在法律赋予的可
以“意思瑕疵”为理由的上诉。

如果理性的反思这场审判，日本
政府应该庆幸审判形势的荫庇，而不
是吹毛求疵地谋求翻案，应该按照法
律的精神，忠实地履行制止战争的承
诺。恰恰是备受日本战争行为摧残、
深受不法侵害的中国政府及国民，在
长期战争甫一结束，特别是日本人为
地破坏下，很难在短时间内将日本侵
略的罪行事实梳理整顿清楚，在东京
审判之前的短时间内难以充分搜集日
本战犯的所有罪证导致的中方的“事
实不知”。原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
征燠回忆说，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
东京审判“以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
国，事实昭彰，审判不过是个形式，
受害国毋须提出确切证据，就可以对
战犯定罪”，结果使中国处于被动局
面。抗战期间国内没有条件也无意识

收集日本侵略罪证，而日本投降前后
又迅速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搜集证据
极为艰难等。国民政府理应担负追究
日本战争责任主导作用……由于国内
与国际因素限制，没能引导战后日本处
置工作的健康发展。结果，中国只是空
洞地列举罪行，缺乏有力的人证、物证
及相关的技术性证据，大部分证据不符
合证据的技术要求，因而未被法庭采
用，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其罪行栏里仅
有“在第一次首相任内发动侵华战争”
一句文字。时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的罪
行栏内也只有“领导日人侵战，加大战
争损失”一语。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
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
人大多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
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
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无实据，
几乎被轰下证人台。事后，秦德纯气愤
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
说是战犯审判我们。”

战争下的非正常状况证据搜集难
度是客观存在，也是人类理性中可以
理解的，法律上对于妨碍性错误即对
事实不知给予补救措施，行为人可以
获得司法救济。近年来，国内学者围
绕东京审判中日本天皇战争责任、东
京审判对战后日本的影响、东京审判
与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在国际法领
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不懈的研
究，专门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出版了一些专门的史料，中日双方还
对东京审判相关历史问题，进行过共
同研究。无疑，随着客观研究的深
入，将会完善并充实东京审判中的事
实证据。

70 年前的东京审判，是国际社
会对日本战争行为的追究，战争行为
是对国际私法人格相关要素的剥夺，
以及国际人格的不法侵害，理应受到
法律的惩罚。二战期间，日本国政府
的“恶诈欺”、“胁迫”等行为，实际
是过度片面地利用私法所赋予的利
益，造成了当时中国政府及国民的利
益损害，导致了战争的发生；美英主
导的东京审判为日本战犯提供了充分
的法律辩护和利益空间，反倒是中国
政府及国民，在多年战争摧残下，尚
来不及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行为事实进
行精确地认证。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
加速，私法逐渐被重视，紧密围绕私
法所赋予的权利进行的史料挖掘，将
会完善东京审判中尚未清晰的日本战
争行为证据。历史将会说话，史实也
会发言，中日国际关系也将会回归理
性的轨道。

法院文化作为主流文化，首位构
成要素就是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是
表现于理想信仰、道德准则、法治理
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志趣等
方面，其中思维方式和特性是很重要
的内容。司法工作是据律裁判艺术，
以逻辑思维为主；但又不止于此，还需
要形象思维的互补，所以就有审判艺
术。既是艺术，就讲究形象思维。法
院文化的构建正好强化了这两方面思
维，尤其通过对工作中所欠缺、薄弱的
形象思维进行补缺与增强，可以拓宽
思路，创新方法，增强智慧，提高办案
效率，强化社会效果。这就是法院文
化重要的“益智”功能，也正是推进法
院文化的魅力之一。

法院文化具有励志、益智、审美、
怡情、传承、育人的功用。励志解决的
是思想问题，益智则解决思维问题。
法官需要具备科学缜密的思维方式，
具备良好的职业思维，辨析对错真假，
判断是非曲直。法官职业特性对思维
特别有讲究，自由心证的“心”指的就
是思维方式。通过“心证”，作出证据
采信、实体处理。同时在引律断案过
程，还需要理解法律精神、法律原则、
规则，作出最佳的适用。当然自由心
证之“心”，是以善良公正为前提，“不
能让技艺胜过善良”。过去中国法官
称作“推事”，是以推理、推导、推论、推
断为其职业特征的称谓。近代引入逻
辑思维学科，办案更加严谨科学，出现
逻辑思维的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用
得较多的就是“三段论”，即以法律条
文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然后

得出结论。例如“凡是有烟的地方一定
有火，此处有烟，所以此处一定有火”。
但是如果把河面上的气雾误认为“烟”，
则是前提错误，得出“有火”的结论也就
谬误了。就一件案子而言，就是对事实
证据的误识，造成实体处理的误判。办
案前提是要搞清客观事实，尽量使之与
证据认定的法律事实相一致。所以要通
过文化理论学习以及司法实践，不断强
化逻辑思维的训练，提高办案准确率。

中国与西方，由于在地域、历史、风
俗习惯有较大差异，造成司法文化有较
大不同，特别是在语言运用的上差别较
大，也造成思维特性上的很大不同。汉
字起始于象形文字，象形、会意、指事、形
声、古今、通假，是造字“六书”。象形文
字可以直观、意会、特指就能理解文字意
义，天长日久，在思维形式上擅长于形象
思维。而西文是以字母为表意符号，文
意与字符本身没有关联，通过抽象化读
字义。久而久之，就长于逻辑思维。近
代，西学东渐，中国亦引进逻辑学，并运
用于司法实践，富有成效。然而，文化之
河的发展是包容性的，而非割裂式的。
司法工作实践既要是遵循自身运作规
律，也要遵从司法文化和历史的演变轨

迹，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社会效果。在具
体司法工作实际中，往往既要有归纳式、
演绎式的逻辑思维，同时也要发散性、想
象性、联想性的形象思维，注重逻辑思维
与形象思维的互补、融会贯通。在对疑
难复杂的案件的证据取舍、定性上，可以
采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是想
象、推导，拓展办案思路，求证是谨慎的
考据、考证，严丝密缝的确定确凿证据，
形成证据链。克服机械思维、墨守成规
的办案弊端。例如砖头的功能是砌墙，
但思维“发散”开来，砖头还有压重、铺
垫、飞抛、砸打的之用。人们耳熟能详的

“司马光砸缸”故事，就是司马光突破了
常规思维，应急中用石头砸破水缸救出
了里面的小伙伴，而不是被动迟缓地等
待大人到来把淹在水缸里的孩子拉上
来。还有“乌鸦喝水”寓言故事，乌鸦因
为喝不到在瓶底里的水，用嘴叼来石子
抛到瓶子里，水满起来就能喝到了。再
有“皮球浮上来了”故事。正当孩子们为
掉进深深的树洞里捞不出的皮球一筹莫
展，有人把水灌到洞里，皮球浮上来了。
形象思维的想象、联想，有助于办好案
件。当然运用辩证思维进行能动司法，
则不光是证据确定问题了，还有实体处

理问题，需要协动、联动与互动，通过合
力加以解决。在智力开发上，应该左右
脑并用。左脑管逻辑思维，右脑管形象思
维。但如果逻辑思维过度，就容易机械、
刻板、僵滞，致灵动不足，就需要形象思维
的互补，做到严密而不僵化，灵动而不越
矩。法院文化有创新性的点，创新的方法
就是靠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的训练和
强化，是靠艺术的熏陶。无论是白纸上构
图、人物形象塑造、情节铺展等，各种文学
艺术样式创作，都要用形象思维。通过法
院文化构建，活跃了法院法官的艺术细
胞，亦就是培养和强化形象思维的爱好和
习惯，并使其与法律专业比翼齐飞。艺术
贵在创新，也就是更有智慧了。

孔子说“君子不器”。意思说君子不
能像器具一样只有某一方面具体用途，
应由专才到通才。另一层意思就是思维
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也即是从“技”到

“道”的升华，善于把片状、点状、线状的
知识经验到整体、全面、系统的转化。司
法工作的特点，对于每一案件的证据认
定很细致入微使之符合客观事实，但又
要从宏观上考量，服从于司法发展规则
规律、社会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党的执政
规律。法与政治紧密相连，亦与社会密

切关联。要从众多个案找出规律，进
行理论升华，也就是“悟道”，也就是提
升归类的理论思辨，这也是法官的基
本功。要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
实践的反复，使经验知识升华，境界拓
宽，办案效果提高。培根说过“知识就
是力量”。其实，光有知识不用、不会
用等于没有，不会将知识化成智慧，那
这知识还是“死”的，只有活的灵魂才
是灵动的。学了知识在于科学运用，
便是智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智慧
才是力量”，“拼体力不如拼知识，拼知
识不如找规律”，找规律、用规律就是
智慧的体现。通过深入的有前瞻性的
学习思考，培养战略思维、系统思维、
全局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
思维。在工作中，运用智慧，把握规律
性、体现时代性、富有创造性。

在法院文化氛围中，法官要具备
复合性的知识结构，要求博览群书，知
识广博。需要强化学习，完善知识结
构，提升思想境界。读文学强化形象
思维，读法学丰富法治思维，读史学拓
展思维视野长度，读哲学提升思维的
哲理高度，读百科增加思维的知识广
度。同时“实践出真知”，也要勤于实

践。学习和实践多了，文化水平提
高，知识面拓宽，就能够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使人“聪明”。所谓“腹有
读书气自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作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在
司法工作中，处理问题的方法、途径
大大拓宽，就会更有智慧。古代仁
人志士正已、修心、齐家、治国、平天
下，人文价值观、人生观是抛弃“小
我”，而为济世之“大我”，“穷则独善
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育人”也是
法院文化重要功能。“书山有路勤为
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通过不断的
艰辛学习和实践，培育锻造法院干
警成长、成材、成事。

法院文化讲究艺术文化的熏
陶，重视创造性思维活动。艺术创
作、学习与司法审判工作都是创造
性脑力劳动，通过强化使之实现互
补互通。在艺术活动过程中，产生
联想，形成共鸣，激情澎湃，使人处
于愉悦状态，刺激神经肽，活化“愉
悦因子”。思维活跃，浮想联翩，也
就有灵感，迸发出智慧火花，就是

“益智”原因之一。
在推进法院文化进程中，通过

学习积累精良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广
博的自然人文知识，以及丰富的司
法经验，增强智慧。通过学术文化
训练学术思辨，通过创作文化培养
形象思维，使技术与艺术相结合，为
法院文化增添巨大活力，进而为繁
荣法治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