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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司法的智慧：“求真以致公平”还是“解纷以致和谐”
一、古代传统司法关注的

是定罪还是量刑

本文中，笔者想探讨的实际是一个
简单而明确的话题，那就是自两宋以降，
传统司法官员并不像今天的司法官员一
样，普遍关注的更多的是定罪问题，这些
定罪问题既是个案中的事实问题，更是
一种基于现代理论而可探讨的刑法理论
乃至于法律理论问题。传统司法官员把
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量刑方面，而且他
们也并非否认定罪与量刑之间的逻辑关
系与实际的关联。

例如，在北宋著名的案例“阿云之
狱”中，可以看出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
上至御前的宰职大臣，下至地方官府的
不同层级的官员，他们基本上争议的并
不是如何给女子阿云定罪的问题，而是
如何给其量刑。“阿云之狱”的基本案情
相对简单，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 1068
年），登州奏报当地有一女子阿云，在母
亡服丧期间被许聘给一韦姓男子（宋律
规定：为父母服丧期间，婚姻行为无效，
故而阿云杀伤韦某，等同一般人之间的
伤害行为，不是夫妻间的杀伤行为），她
因厌恶韦某的丑陋，趁其熟睡，对其连砍
十几刀，但伤而未死，仅断其一指。阿云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时任审刑院详议
官“知登州”的许遵对此案的观点与司马
光的观点有很大区别，许遵提到：

“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
论……”

“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审刑、大
理当绞刑，非是。”

“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
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
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

而司马光则表示：
“杀伤之中，自有二等：其处心积虑，

巧诈百端，掩人不备，则谓之谋；直情径
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则谓之故。谋
者重，故者轻。今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
罪得首，杀伤不原，若从谋杀则太重，若
从斗杀则太轻，故参酌其中，从故杀伤法
也。”

“阿云之狱，中材之吏皆能立断，朝
廷命两制、两府定夺者各再，敕出而复收
者一，收而复出者一，争论从横，至今未
定。夫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
义者，君相之事也。分争辨讼，非礼不
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试以礼观之，岂难决之狱哉！彼谋
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
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所争，岂明
君贤相所当留意邪！今议论岁馀而後成
法，终为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
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
忘其根本之所致邪！”

后面这段论述与刑法全无直接的必
然联系。这段文字往往为后世用来攻击
王安石混礼律于一谈的行为。而王安石

也有“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
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
法乱於下，人无所措手足矣”的观点，看
起来至少在这一点上二者达成了诡谲的
一致。二者都同意，作为司法官员绝不
应该仅仅关注法令如何解释的问题，以
至于一旦形成了此种解释，司法官员就
予严格执行之，甚至不惜为此而背负上

“苛察缴绕”的污名，因为其人其职显然
并不是为此而设置的，自然应该具有相
应的更高层级的技能。而考虑轻重、斟
酌情理这种工作，表面上是对于君王将
相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实质上更是对
于司法官员们的一种评价标准，在这种
思维模式下，司法官员多呈现出逻辑思
维和实质思维并重的特点。

无论是以许遵、王安石为代表的革
新派还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其
论辩的主旨都是应如何认定阿云的行为
构不构成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以及该
行为是否可被认定为构成刑法专门规定
的适用自首的问题，这基本都还是集中
在关于“罪”的讨论。但是实际上按照司
马光的理论，本案依据谋杀判罚则太重，
依据斗杀又太轻，依据故杀则轻重适宜
（编者注：“斗杀”指在斗殴中因为激愤失
手而把人杀死的杀人犯罪；“故杀”指事
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
意念），那么阿云的行为究竟构不构成故
杀或者说是否符合故杀的构成要件则似
乎并不在严格探讨之列，这里的逻辑并
非采用了将行为和罪名“两两捉对”式的
判断方式，而是将行为首先认定之后再
寻找一个与之应受到的刑罚相适应的
罪。在这种思维方式里，认定行为的性
质和应处的刑罚是第一性的，罪名是第
二性的、选择性的、工具性的，其目的则
指向刑事审判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等
的统一，并且尤为关注社会效果。因为，
对一般民众的公平判断构成影响的，并
不是那个高度专业化的罪名，就是如今，
我们大多数人也说不清“抢劫罪”与“抢
夺罪”的犯罪构成区别；但是对犯罪人来
说，对民众来说，更关注的是判处他几年
徒刑，这才是简单明了的评价标准。

在明代，从明太祖朱元璋在立法方
面希望达到的效果来看，已经明显考虑
到了法律的稳定性和解决现实矛盾之间
难以兼顾的问题，并且将“当适时宜”提
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朱元璋主导订
立的法律规范当中，出现了大量比宋代
更趋明显的“论刑优先”的做法，甚至某
些情况下出现了刑罚与律文相违背的情
况，如《明大诰》所载“刘复三等起解官物
案件”当中，渔户刘复三等多人采用虚出
实收、金银贿赂主管官吏的方式在起解
官物的过程中短少斤两，违法犯罪，依律

“转解官物”条，“罪论监守自盗，止斩”。
但实际处刑为族诛，大大重于律文。

至清代，《刑案汇览》所记载的相关
案例更多。例如：

居丧娶妻可以原情免其断离

贵州司查律载：居父母丧而身自嫁
娶者，杖一百，离异。又违律为婚各条
称，离异改正者虽会赦但得免罪，犹离
异改正。又例载：男女亲属有律应离异
之人，揆于法制似为太重。或于名分不
甚有碍者，听原问各衙门临时斟酌各等
语。盖律设大法而例本人情，居丧嫁娶
虽律有明禁，而乡曲小民昧于礼法，违
律而为婚姻者亦往往而有。若必令照律
离异，转致妇女之名节因此而失，故例
称揆于法制似为太重，或名分不甚有
碍，听各衙门临时斟酌，于曲顺人情之
中仍不失维持礼法之意。凡承办此等案
件，原可不拘律文断令完聚。若夫妻本
不和谐，则此等违律为婚既有离异之
条，自无强令完聚之理。所有该司审办
周四居丧娶周氏为妻一案，自系临时斟
酌，于律例并无不合，应请照办。

道光十一年说帖。
在此，刑部官员所持的观点是，律文

规定违律为婚强制离异并且这种离异甚
至不因会赦可以得免，而例文的规定则
与此不同。例文的措辞“临时斟酌”略显
不详，虽然按照其后司法官员对例文的
解释看，“临时斟酌”也无外乎判令离异
和断令完聚两种方式，但这种斟酌并不
能够解释是罪还是非罪、刑或不刑、执行
或者不执行的问题。因此，司法官员的
行为并不是对法律的解释或者对法律的
修补，而是对例文的维护，而例文本身与
律文虽然有形制方面的区别，但在实践
中同样可以指向具体的应用，从这个角
度看，司法官员此时进行的工作与前文
所述出现了很大不同。依据前述司马光
等人的观点，“情”与“理”的判断是两个
问题，至少也是同一大问题的两个不同
的环节。也就是对于事实的解释和对于
法律的解释是存在区别的。

有清一代，从事实的角度出发对案
件进行评判本身已经借助例文这一方式
在实践中取得了至少不弱于律文的地
位，这种思维方式也就由对司法官员的
一种高标准步下神坛，成为必须被执行
的法官断案“新常态”了。在本案当中，
实质性的思维表现为“乡曲小民昧于礼
法，违律而为婚姻者亦往往而有。若必
令照律离异，转致妇女之名节因此而
失”，与当地特定的民族风俗习惯有着一
定的联系，然而在更广的维度上，考虑实
际情况的这种实质性思维方式仍然得到
了贯彻和执行。

二、古代传统司法的目的
是实现法律的正义还是社会
的和谐

综上所述，将诸多案例的裁判逻辑
进行抽象的话，就不得不使我们反思今
日的司法制度的制度建构和实际运行，
所追求的到底应是什么？

按照通说的价值判断，司法制度的

追求是非常宏大的叙事，是一些崇高的、
为民众和历史所认可的价值理念，例如
我们希望通过司法制度的文本设计以及
在个案中的实施而达到“求真”，尤其是
还原某些个案的真相，做到“以事实为依
据”，进而借由诸多个案的真实性还原以
及基于此的裁判，来实现法律的或者说
法治的公平性的价值，所谓“求真以致公
平”。但首先应该搞清楚一个“前置问
题”，即在法律意义上“求真”是否具有意
义，也就是“事实的真实”与“法律的真
实”是否具有差别？当然此问题的答案
显而易见无须多言，那么中国历史上的
司法官员们是否也认识到了客观事实与
法律认定的事实乃至证据证明的事实也
一定有着区别呢？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答
案并不持乐观、清晰的态度。并不是因
为传统的司法官员们否认二者之间的区
别，而是在实际操作中，传统的司法官员
们并不认为这种区别是具有意义的。举
凡“五听”“专任口供”等制度设计，其核
心要义并非在教导传统司法官员们如何
重视证据以及证据的取得，而是以此作
为古代法官选任标准的大前提之下，认
为经过了这样的原则、心证或者传统司
法官员所认定的事实那就是事件的真
实，上述认定证据的过程与其说是“程序
性”的，毋宁说是更多地具有“仪式性”的
意义，二者之间完全没有区辨的意义。

同时，“真实”是什么，恐怕也难以将
今人的标准适用于古人。一方面看，受
制于时间的线性特点，要想完全彻底地
还原案件真实，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今显
然都是做不到的；从另一方面看，古代司
法官员们认定的真实以及古代的司法官
员们希望民众认可的真实等与实际情况
也难免存在出入，典型的如“造畜蛊毒”
等罪，民众与法官认定的真实是一种扭
曲了的事实，完全不是事实的本来面
目。这是时人的认知水平有限的缘故？
笔者认为未必如此，这更像是一种有意
识地选择。正如在“叫魂案”当中已经出
现了“实系子虚乌有”的说法，在诸多此
类犯罪的实际审理中法官也未必感受不
到某些概念理论的荒谬，但是，如果否认
之，则会动摇法制的惯常秩序，更会使民
众无所适从。所谓“难得糊涂”。因而在
这个意义上，“求真”就让位于“止争”了。

在中国的司法传统中，对此可能有
一些不同的趋向。笔者在梳理这些裁判
案例文书的过程中，能够明显地看出传
统与当下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为
传统司法并非仅仅追求公平，而是更加
倾向于追求解决纠纷，恢复原有的平顺
有序的社会秩序，并最终希望达到人与
人之间的和谐。所谓“解纷以致和谐”。
这一点，也正是今人有关人定法和自然
法论辩的核心论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
是否具备足够的智慧？人们希望实现的
那些司法价值目标，司法制度本身又是
否足够科学、精巧、便于实施而可以达致
这些价值？

自明清以来，律和例之间的关系
不仅作为法律形式之间的位阶关系而
为立法者和执法者所重视，相互之间
的矛盾冲突以及或者守律而不用例或
者因例而破律的相关案例，历史上也
有大量的记载。质言之，此类冲突就
在于社会对法律提出的客观要求：解
决矛盾冲突和保持公正持中之间难以
完全调和。传统司法正是借由律例之
间关系的权衡，以达到保持社会和谐
这一目的。

显然，中国并不存在与西方性质
相同的“判例法”系统，当我们谈及司
法制度中的某些价值取向时，即便是
借西方的某些概念或者创造某些概念
加以表述，始终也无法跳脱出传统所
带来的话语习惯。明清以来的律例关
系中，例并不等同于判例法，更无法成
为“普通法系”的意义。就判例法本身
来看，对于先例的遵循并非在任何情
况下都要无条件地适用先例，这与明
清之际的“引例破法”虽然有一定的形
似之处，但是本质上所关注的仍然不
同，前者集中于个案的公平，即是否适
用先例会破坏具体个案当中的公平
性；而传统例文的出现，则更多的是为
了使法律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传统
的司法制度系统所一直坚持的原则是
律的根本性的地位，这种保守的、审慎
的态度正反映了古人对于法律的功能
的谦抑性认知以及对于法律应该追求
的价值目标的深刻反思。正是这种与

“礼”不同的“律”，以其高度的规范性
和逻辑性，对传统社会进行着有效的
与有限的调整。而“以例破律”本身恰
恰建立在对于律文权威性的认可之
上。有观点认为，明清之际尤其是清
代中后期例文大量出现以后，律文成
为具文，未免有失偏颇。

中国传统司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具
有高度的相通性，司法制度通过例文
赋予司法官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
是这个自由裁量的空间并非是司法官
员任意选择的，例文构成了对其裁判
行为的明确的约束。也正是两者之间
的良好结合，表明了传统司法在解决
纠纷这一方面的价值选择。当我们谈
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时
候，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在确保公平正
义的基础上考虑社会效果，因为法律
效果决定了案件的判决“对不对”，而
社会效果仅仅决定了案件的判决“好
不好”。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或者思维
实验被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所推崇，
成为当今强调法律权威性的一种“副
产品”。但是，是否可以对这一逻辑进
行修正，即正如传统法律的思维方式
一样，传统司法并不将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相区别，或者强调其中某一方
面具有优先性，而是在法律适用的过
程当中便将代表社会效果的某些原则
或者规定加以文本制度化、规范化，使

其取得法律条文的辅助性地位或者参
与性角色的功能。

我们往往习惯于将历史上的某种
事实——这些事实可能是真实的也可
能是后人的附会——赋予某种价值，
然后再对其进行评述，演变成一场价
值与价值之间的跨越时空的对抗，从
而将传统司法拖入一场毫不正义、毫
无胜算、不允许辩驳的论战当中。有
学人强调要带着同情和关怀看待历
史，在笔者看来，倒不如更“厚道”一
点，既要带着关怀和同情看待历史，也
要带着同情和关怀看待当下，承认古
人在处理某些司法问题时比今人更为
恰当，完全不会削弱今人司法智慧中
的任何闪光点，反而会加深对于当下
完善司法制度进一步的思考，以期与
现实贴合得更为紧密。

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在很多情
况下，传统上对于某个具体制度甚至
整个法律的价值判断标准与当下有着
巨大的差别，由于整个传统法律体系
的巨大包容性和系统性，当我们谈及
在实践当中司法官员们针对定罪与量
刑是“以刑统罪”还是“以罪统刑”抑或

“罪刑并重”的时候，实质上时人的出
发点与我们所谈到的或许已经完全不
同了。因而从一个更广的层面上看，
传统司法对于很多类似当下法理性的
敏感问题多采取技术性的回避态度，
与某些手执纷繁“理论武器”野心勃勃
地挑战法律问题的今人不同，中国古
代的司法官吏们并不认为法律可以提
供一切涉案问题的答案，所谓“法律非
穷理尽兴之书”。也不认为关于司法
的各种问题都有必要寻找其法律答
案。所谓“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正是
这种法律谦抑的态度，才避免了传统
法律的恶性膨胀，造就了对传统社会
适度的法律调整。

古人的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实
在是对当前某些司法乱象最好的讽
刺，毕竟，“装糊涂”是假糊涂，“装懂”
那就是真不懂了。

2013 年，由彼得·贝格导演，马
克·沃尔伯格主演的好莱坞大片《孤独
的幸存者》上映，引起了广泛好评，《华
尔街日报》评论该片“表演一流，动作
场面极度令人紧张”。而《滚石》杂志
更是一语中的：“该片以道德拷问辅助
动作场面推动整个影片前进。”

该片几乎将真实故事原封不动地
搬上银幕：2005年6月的一天，美国
海军士官马库斯和其他3名海豹突击
队队员组成特别军事小组，执行一项
秘密的前期勘察任务，寻找一名塔利
班领导人 （本·拉登的亲信之一）。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他们却遇上了几名
阿富汗牧羊人 （其中最小的只有 14
岁），此时，士兵们面临艰难的选
择，由于不清楚他们与塔利班组织之
间的关系而犹豫不决，是枪杀还是放
走？支持枪决的士兵说到“我们是在
敌后执行任务的现役军人，有权做任
何事情来挽救自己的生命”，而反对
者马库斯发现自己的良心并不允许杀
害这些牧羊人，最后4个人投票，结
果是放走他们。就在他们释放牧羊人
一个半小时之后，4名士兵被塔利班
包围，3名战友遇难，一架试图营救
他们的直升机被击落，机上 16 名美
国大兵全部遇难。看到这里，不禁让
人感叹不已，尽管马库斯最后获救，
但他从此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正
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它一
直困扰着我，直到我栖息在东德克萨
斯的一座坟墓里”。

通常来说，电影往往是从某一单
向角度阐释事件，因此，笔者在看完

该片后，除了受到强烈逼真的枪战刺
激，更多的是对马库斯的选择感到遗
憾，甚至会说马库斯害人不浅！然而当
用另外的视角来解读，就会发现选择并
非那么简单。迈克尔·桑德尔在《公正
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试图为我们提
供思考的空间而并非给出最后的答案。
马库斯事件安排在该书的第一章中，除
此之外还有著名的电车难题、2004 年

“查理”飓风引发的价格欺诈争论、紫
心勋章难题、2008 至 2009 年美国救市
行动，每一个案例都足以令人陷入沉
思，贯穿其中的乃是对公正的一次次考
量。福利、自由、道德三条公正的进路引
入了公正的道德困境，作者在牧羊人一
节中设想如果牧羊人本是塔利班的反对
者，只是受到残忍的折磨而供出士兵的
位置，士兵们做出杀害牧羊人的决断可
能会更加痛苦。对公正的探讨必然是艰
难的，令人鼓舞的是，该书尽管所涉主题
艰深，但是以浅显的语言以及大量的案
例将公正的进路以及思考的方式一一展
现。它并非一部关于公正的观念史，而
更像是一个探寻公正的旅行家，一次次
运用论证与反驳、佐证与反证、假设与虚
构将公正的形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如
剥洋葱般地找寻公正的内核与魅力。

第一条进路是杰里米·边沁倡导的

功利主义。边沁为功利最大化原则作出
了强力的辩护，他认为“当一个人想要反
抗功力原则时，他所引用的理由正是来
自这个原则本身——而他自己都意识不
到这一点”，基于此，在受到自由主义的
批评时，他的忠实拥趸约翰·斯图亚特·
密尔认为“个人自由的理由完全建立在
功利主义的考量上”，然而一些具体的情
景为功利原则蒙上了难以拂去的阴影，
例如将基督徒扔给狮子取悦大众一例完
全符合功利原则。功利主义在捍卫自己
的公正观念时有滑向道德考量的风险，
因此与边沁声称的自然人权的观念“是
踩在高跷上的废话”呈现出不可避免的
矛盾。作者还举了两个相当具有针对性
的案例来反思功利原则中通用货币价值
的弊端，比如烟草公司与肺癌的故事，菲
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提供了一份吸烟能
为捷克政府省钱的报告，报告称“尽管烟
民在世期间，会在预算中花费更多的医
疗费用，可是他们死得早，能够给政府在
医疗、养老金以及养老院等方面节省数
目可观的费用，每年国库将因此增加
1.47亿美元”，批评家们忿忿不已，实际
上该种思路方式极大地贬低了人性，后
来该烟草公司道歉说到“这种衡量是一
种彻底的、不可接受的、对人类基本价值
的漠视”。

第二条进路是自由至上主义。该种
公正理念反对家长式作风、道德立法以
及收入再分配，罗纳德·里根、玛格丽
特·撒切尔是自由主义的强力支持者，
另外，冯·弗里德利希·哈耶克、米尔
顿·弗里德曼、罗伯特·诺齐克对自由
主义作出了充分的论证。自由主义往往
与市场连接在一起，在自由市场中该种
公正进路也同时遭遇了诸多难题，比如
辅助性自杀难题以及骇人听闻的经双方
同意的吃人事件 （2001 年发生在德国
罗腾堡的一桩奇事），另外正如作者说
的那样“我们很难想象出比生孩子和打
仗更为迥异的两种人类行为”，在美国
征兵制的变迁以及代孕合同的考察中，
自由主义存在反对征兵制以及支持代孕
的明显倾向，然而质疑自由主义的理由
层出不穷，公民共同责任、不真正的自
由、有问题的同意、贬低更高的善，每
一种批评都强劲有力难以化解，特别是
公民责任、共同善以及反对功利原则的
人性观等带有价值评价的方式具有非一
般的内心认同。自由与功利似乎都逃不
脱道德约束，因此作者也无法绕开伊曼
纽尔·康德极为苛刻的公正观，实际上
很难理解康德心中所设的道德感到底为
何，作者在简要论述后问道“康德愿意
为比尔·克林顿辩护吗”？答案是“会

的”，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此
时你不得不为作者的联想惊叹，也同
时对康德式的洞见与严苛有所感悟，
尽管康德对公正的直接论述颇少，然
而他为自由道德作出了努力并赞同基
于社会契约的公正理论，可以想见这
类契约也同样严苛，后来的约翰·罗
尔斯以假象的“无知之幕”“差异原
则”勾勒了这一原初契约，成为迄今
为止所提出的最具说服力，支持一个
更加平等的社会的理由。

第三条进路是促进德行与共同
善。罗尔斯反对道德应得（即符合道
德要求的所得），割断了道德与公正关
联，作者用反歧视行动（1978 年巴克
案）、种族隔离（1950年斯维特诉佩因
特案）以及虚构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
例证将这一瑕疵放大，进而强调公正
与道德应得无法隔离。这一进路回溯
到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
关于公正的理论不可避免会与荣誉、
德行以及良善生活的本质相关。基于
此，作者回到现代社会，对德日战后道
歉的褒贬强调了共同体的责任以及政
府促进共同善的义务，从肯尼迪到奥
巴马的演讲中探讨道德在政治与法律
中的作用，以至于1993年罗尔斯在他
的《政治自由主义》中也坦诚了道德的

无孔不入。作者认为功利将公正算
计，自由至上否定公共生活中的偏
好与欲望都是不可取的，一个公正
的社会不得不创造一种公共文化以
容纳那些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各种
分歧，公正不仅包括正当分配事物，
还涉及正确地评价事物。

至此，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这一
疑问似乎并未得到圆满解决，因为
道德评价并非总能达成共识，而公
正与道德却难舍难分，具有论辩性
的政治哲学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一
次公正的旅行并不能为我们带来执
法办案的技巧，然而对公正的含义
进行深入思考或许能为我们公正司
法注入更加厚重的涵养，在公正的
历史轨迹上，无数的大家穷极一生、
孜孜不倦、著述无数，在他们的思想
里遨游是一段极为艰辛的旅程，《公
正如何做是好？》一书使得我们更直
观地接近而不是抵达，更真切地思
考而不是回答，公正的背后蕴藏着
无数先哲的思想，我们谨慎地探入
从而在震撼之余不断告诫日常司法
工作的慎重。

李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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