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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义 百 题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爱国

当司法审判遭遇新闻媒体
说到新闻媒体报道干扰司法审判，

经常会指向两个著名的案件。第一，肯
尼迪遇刺案。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
亡，嫌疑人奥斯瓦尔德（Oswald）被逮
捕。在进入正式审判之前，他就被愤怒
的粉丝鲁比 （Ruby） 杀害。犯罪嫌疑
人未经法律审判就被剥夺了生命，这不
是法律的胜利。事后，由首席大法官沃
伦领衔的专委会既指责了泄漏案情的警
察和检察官，也批评了媒体，称“记者
缺乏自我约束能力、违反了他们的职业
伦理”，司法审判演变成了“大众媒体
的审判”。第二，辛普森杀妻案。前妻
在洛杉矶被害时，辛普森还在芝加哥。
接到洛杉矶警察局的传唤，辛普森从芝
加哥赶往洛杉矶。在50英里2个小时路
程的洛杉矶快速道上，媒体雇佣的直升
机低空拍摄，全程全国新闻直播。警车
护送、警灯闪烁，辛普森蜷缩在福特车
后座上，神情紧张，手上攥着电话、手
枪和他孩子的照片。媒体对这起“世纪
审判”的报道，甚至屏蔽了美国入侵和
占领海地事件。律师和法官成为国内外
媒体的新宠。描述辛普森的书籍泛滥，
他的名字被人注册为商标，花花公子公
司录制了辛普森的健身视频，CNN制
作了辛普森案件细节信息的光盘。75
家媒体参加或者试图参加审前听证会，
法庭前的停车场搭起了 4到 5层的电视
录像台。NBC电视台搭建了 45英尺高
塔，挂起了条幅，高空转播晚间新闻。
还有电脑公司以该案为背景开发出了嘉
年华计算机游戏。面对狂欢的媒体，法
官担心案件的公正审理。法官埃托
（Ito） 对媒体大为光火，在选定陪审团
环节之前，他曾经威胁要停止电子覆
盖。组建陪审团时，埃托法官只允许三
家媒体的记者出席陪审员遴选会。

媒体以公共权力透明化为由，不仅
在法庭外以舆论影响司法判决，而且将
媒体通讯设备带进了法庭。录音广播、
电视摄像、互联网络是否可以进入法庭
并现场直播，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
机关。这个时候，媒体与司法的冲突表
现为言论自由与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之间的矛盾。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
法院对媒体的法律政策各不相同，但总
体的发展趋势是言论自由居先。1979
年，美国媒体记者和自由派人士曾就法
庭刑事案件新闻报道权提出过要求，但
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他们的抗议，提出
审前听证甚至审判过程本身都应该远离
公众的视线。不过，一年后，最高法院
又改弦更张，给记者们一丝安慰。媒体
的说法是，审判公开是“正义的灵
魂”。英国历史上的星座法庭审判是不
公开的，美国的国父们曾经对此深为忧
虑。被告人应该得到公开的审判，而不
是可怜地待在清静的法庭上。审判公
开、全民注目，才能够保证个人自由不
受到专制权力的侵害。公正审判和新闻
自由并不存在冲突。

一、法官的独立审判与
媒体的言论自由

人是社会的动物，总要与他人一起

参与政治生活，这是哲学家们对人性的
一般认识。每个人都会对周围的人和事
有自己的看法，然后有自己的评论。在
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他有表达自己和被
倾听的需求，还有得到听者反馈的愿
望。在这个信息交流的过程中，需要有
一定的平台和媒介，这个平台和媒介就
是媒体。媒体的定义多样，每种定义下
的媒体性质各不相同。当代学者经常聚
焦于新闻职业团体对具有新闻价值社会
事件的追寻、制作和传播，载体既包括
传统的书籍、报纸和期刊等有形的媒
体，也包括电台和电视的无线媒体，还
包括新兴的网络媒体。当网络兴起及博
客、播客、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产生之
后，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性质和传播
方式上都有根本性的变化，对司法的影
响也各不相同。报刊、广播和电视大体
都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古代社会，有
类似于书籍的青铜、竹简、石刻、铭文
和羊皮，此后的当代社会，有网络、博
客、微博和微信。载体不一，功能却是
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传播自己看法的权
利，扩展至整个社会的时候，媒体变成
了言论自由的通道，言论自由意味着人
民的意志和民主的呼声。效果放大之
后，媒体成为了一种政治的力量，继立
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后，称为第四
种政治力量。前三种权力由官方的职业
人员把控，而媒体则可以由民间的人士
自由行使，因此，立法、行政和司法是
人民代表掌管的政治的力量，而媒体则
是公民直接影响政治的力量。

媒体和司法的关系，涉及到两个方
面。其一，当媒体的言论侵犯了他人名
誉的时候，受害者通过司法对媒体追究
媒体的民事责任，由此发生民事侵权诉
讼。其二，当媒体鼓动民意左右司法审
判的时候，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会遏制
或惩戒媒体，由此会引发行政的责任。
这里仅涉及后一种情况。司法审判虽是
神圣的和终极的，但有时仍然会受到质
疑和批评，其中，媒体的评论和攻击尤
其明显。于是，媒体和司法之间就确立
起复杂的规则和责任体系：一方面，作
为一起诉讼案件的被告，媒体有民事法
律和刑事法律的责任界限，媒体的责任
由司法权来判定；另一方面，作为公共
权力的行使者，司法裁判也要受到民意
的评判，媒体是民意的直接表达，法官
要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言论自由之
间艰难抉择。还原到社会生活层面，媒
体与司法的互动，会导致社会变迁的不
同方向。

二、司法权拒绝媒体的缘由

司法权究竟是民主的，还是精英
的？司法权的运行究竟是公开的，还是
秘密的？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因为
争议双方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自己的根
据。从总体性质上讲，司法的传统是贵
族精英式的和神秘主义的，司法不需要
太多民主的监督。罗马的司法权是精英
式的，中世纪的法律知识掌握在教士手
中，他们垄断了法律和法律的知识。当
西欧各国建立起民族法律体系的时候，

司法一直都是贵族和权贵的象征。政治
家们同样追逐着司法权，或者为了政治
的势力，或者为了司法带来的经济收
益，这个时候，民众并无政治上力量和
智力上的优势与司法官员一争高下。在
此背景下，严格意义上的媒体并未出
现，广义上的司法民主监督未成气候。

司法权既然是公共权力的一部分，
那么审判公开就是对审判的一项基本要
求。即使如此，审判公开也不能够妨碍
司法的独立性，这就意味着民众和媒体
只是信息的接受者，他们可以在法庭外
关注和讨论法庭的审判，但是无法进入
法庭内部去考察或监督判决的形成过
程。实质性的判决仍然在法官的秘密会
议上决定，法官的个人意见也只是在法
官之间以备忘录的方式交流与传播。只
有当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之后，法庭的结
论才公之于众。在德国，审判公开只及
于进入法庭旁听审判过程的人员，现代
媒体技术被排斥在法庭之外。在英国，
2004 年之前，法庭不向媒体公开。法
庭是一个禁地，法官只有在不受到外在
影响的情形之下才可以独立思考、理性
判断，这样才能够保证审判的中立和公
正。在美国，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大
法官们一直抵制着媒体，认定法庭是一
个神秘、庄重的地方，苏特 （Souter）
大法官的名言是，“媒体进入我的法庭
之日，便是我僵尸还魂之时”。1965
年，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商人向农民出售
并不存在的化肥罐，他以欺诈的罪名接
受州法院的审判。州法院没有阻止媒体
进入法庭，结果狭小的法庭里有了 12
名电视记者，记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
媒体机器设备发出扰人的噪音。电缆和
电线缠绕于地板，法官审判台上安装了
3个麦克风，陪审团区和辩护人席摆上
了更多的设备。一审法院判定被告人有
罪，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决。被告人不
服，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被告人的理
由是，法庭审判过程中，媒体的介入干
扰了法庭的审判，法官、陪审团和证人
都受到了干扰，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
待，有悖于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
案“公正审判”的精神。最高法院支持
了被告人，将案件发回重审。这是美国
法院禁止媒体摄像、广播和电视进入法

庭现场报道庭审的典型案件，此后美国
有了专门的禁止令和法官的行为规范，
禁止媒体进入法庭，禁令一直持续到
80年代早期。

反对媒体进入法庭的理由多样，大
体上讲：第一，媒体的进入会分散审判
者的注意力。法官、陪审团和证人，乃
至双方律师都会受到摄像头的影响。有
学者对法官做过调查，64%的法官说摄
像机会让证人感到更加焦虑，46%法官
说摄像机让证人不愿意出庭，41%的法
官说摄像机会让证人分散注意力。第
二，媒体的报道会让民众误解法官。媒
体现场报道只及于法庭口头辩论阶段，
而判决的得出则要复杂得多。媒体片面
的报道会使法官处于尴尬的境地：法官
受制于外在舆论的压力，就不能够保证
法官的独立思考和公正的判定，最终妨
害司法的公正。第三，被告人接受的

“公正审判”是指“不受干扰的”陪审
团裁定和法官判定。如果审判受到媒体
的干扰，那么被告人就是受到了不公正
的审判。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

“公正审判”的立法精神就在此，称为
保证被告人受审的正当法律程序。第
四，在美国司法传统的特定背景下，联
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都是 50 多岁以
上的人，90 岁的大法官历史上不少
见。他们无法及时掌握日新月异的媒体
技术，特别是新兴的网络媒体。媒体的
即时报道，会打乱老法官们所习惯的工
作方式和工作程序。老法官们认定，法
庭是一个庄严的地方，而不是“政治的
战场”，更不是民众“娱乐的场所”。有
的大法官在面对媒体渗透时候，采取了
所谓拳王阿里的“靠近拳台栏绳、消极
应对醉汉”的策略：先让对手像醉鬼或
瘾君子那样疯狂地出手，等他筋疲力尽
的时候，一拳制胜。

三、摄像头进入法庭运动

但是，媒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司法
机关“入侵”的努力，其理由通常有
二：其一，司法权是公共权力的一部
分，既然是公共权力行使的地方，就应
该有民主的监督，就应该有政治的透
明，而媒体就是最佳的监督者。其二，

法院不仅仅是一个审判的场所，也应
该是全民法治教育的基地。媒体的介
入和报道是对民众进行法治教育的最
佳方式，每一场现场直播都是提升民
众法治水平的机会。当然，隐藏在这
两个冠冕堂皇理由下面的，还有媒体
的“私心”：刺激、冲突、隐秘的法
律故事是吸引大众的绝好素材，满足
了大众意味着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商
业利益。

媒体的民主监督与法院的独立审
判之间的冲突，是世界性的法律热
点。每个国家处理这个难点的方式各
不相同，加拿大和巴西是最积极推行
司法公开的国度，他们的最高法院支
持媒体的介入和报道。英国自 2005
年后对媒体的态度发生了逆转，贵族
院同意上诉法庭对媒体开放。2009
年英国最高法院取代贵族院成为英国
的最高审判机构，从它成立的那天开
始，就称接受媒体的监督并向媒体
开放。英国司法公开由此走在了美
国的前头。美国的情况复杂一些，
在州法院层面，从审判法院到最高
法院都不禁止媒体的介入。到 2012
年 8 月，共有 44 个州法院向媒体开
放，6 个州有保留的只对上诉审开
放，哥伦比亚特区则拒绝录像和广
播。在联邦法院层面，媒体介入的
禁令尚未解除。自 20世纪 90年代开
始，联邦法院进行媒体开放实验，2
家联邦上诉法院和 6 家联邦基层法
院的民事诉讼庭审对媒体开放，但
是刑事诉讼庭审拒绝媒体进入法
庭。到 2011 年，实验还在进行中，
民事诉讼可以对媒体开放，但是需
得到主审法官和所有诉讼参与人的
同意。总的原则是，媒体禁令是一
般规则，媒体开放是例外，上诉法
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公
开。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抵制媒体最为
坚决，民众进入法院只是参观其建
筑、旁听周五上午的口头辩论。国际
层面的刑事法庭和人权法庭则相反，
自 1945 年纽伦堡对纳粹头目的审判
开始，他们就一直对媒体开放，媒体
的介入是“一般原则”而非美国那样
的“原则例外”。对前南斯拉夫领导
人的国际审判的公开报道，被认为是
世界人权的审判的典范。

四、博弈与妥协

如今，媒体与司法的博弈仍然在
进行之中，从总体趋势上看，媒体监
督逐渐扩展到传统的司法领域，但同
时也受到必要的限制，比如媒体采访
前要申请，进入法庭的人数限制，公
益性媒体受到优先许可，商业性媒体
受到严格限制，媒体的现场采访与向
公众传播在时间上的合理间隔。以美
国司法经验为例，一个法官可以采取
如下几种方式来“补救”媒体所导致
的潜在的不公正审判：第一，变化审
判地点。新审判地的陪审员较少受到
大众媒体的影响，他们也不会像案件
发生地的人们那样易情绪激动。第

二，延迟审判。时间是平息极端情绪
的最好药剂，虽然“迟到的正义不是
正义”，但是，延迟审判是缓解矛盾
最简单的方法。第三，陪审员的资格
审查。对方律师质询本方挑选的陪审
员，将带有偏见的陪审员排除出陪审
团。第四，隔离陪审团。与大众隔离
的陪审团，可以让他们既不受到大众
媒体的影响，又避免个人之间复杂多
样的纠葛。这样，就可以避免社会偏
见影响公正审判。第五，启动藐视法
庭的惩戒措施。引入英国的藐视法庭
罪，无论是法庭外还是法庭内，也无
论是庭审前还是庭审中，只要发生妨
碍司法秩序的行为，法官都有权传讯
行为人，或者限制其行为，或者禁止
其发声。在具体的做法上，各州还颁
布了公正审判和表达自由的原则。司
法人员、律师、新闻媒体和执法机关
都有责任保护被告人无罪推定的权
利。新闻媒体有报道法庭审理的宪法
权利，同时，在报道的时候要追求准
确、公允、公正和客观。在刑事案件
中，对于公开记录的信息、正在调查
中的信息、调查的一般范围和罪行的
描述，信息的披露不设限。被告人的
姓名、年龄、住所和工作单位信息
（称为无偏见的信息） 可以披露。但
是，被告人的供认或刑侦测试的信
息，属于易导致偏见的信息，不能报
道。总的原则是，司法审判要受到媒
体的监督，但是，媒体的介入不得干
扰包括法官、陪审团和证人，以确保
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审判。

当下，法官的“独立审判”与媒
体的“舆论审判”的争议，在法律
界、法学界和媒体界同等存在。就民
众而言，法律求助的方式也在悄悄发
生变化，从前是“打官司找熟人”，
现在是“有冤情找媒体”。律师们热
情高涨，通过媒体造势甚至成为了
法庭诉讼的一种策略和技巧。法律
从业人员的司法伦理，成为了法律
界和法学界的一个新课题。面对媒
体的进攻，司法机关也没有消极地
抵抗，他们也在新的态势下积极应
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司法公开
的规定，案件性质不同公开的程度
也不同，开辟了若干司法公开的平
台和示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过《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关
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
的若干规定》《关于确定司法公开示
范法院的决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标准》和《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
台建设的若干意见》等。薄熙来案的
公开审判，被认为是司法公开与透明
的成功范例。

前段时间热播的《芈月传》以商
鞅在变法后期因奴隶主贵族迫害的悲
惨遭遇开场，在无处可逃的情形下，
商鞅被刚登基的秦惠文王下令施以车
裂之刑，惨遭五马分尸。商鞅的惨烈
离去，预示了曾经辉煌无比的大秦王
朝商鞅时代的终结！

在秦国并不绵长的历史中，商鞅
的政治活动也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也
正因为商鞅纵横开阖、大胆无畏的变
法，使秦国由一个较为落后的弱小国

家一跃成为中原强国，奠定了后世秦始
皇兼并六国诸侯、创建多民族的统一国
家的基础。

秦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地
处西部边缘的偏僻诸侯小国，其政治
和社会经济在诸国中是落后的。商鞅
变法前，秦国的大权掌控在奴隶主贵
族手中，甚至国君的废立也是由“庶
长”来做主，秦国国君也由此频繁变
换。直至献公始，仿魏制而用于秦，
秦国局势才得以稳定，献公即位后对
秦国进行了废除杀人殉葬制度、制定
户籍制度、推广县制三项改革，初步
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削弱了他们
的特权，也为商鞅进入秦地展开变法
奠定了有利基础。

献公去世后，其子渠梁继位是为孝
公，对秦国衰败痛心疾首，并求贤若
渴，广纳良才。商鞅入秦后通过宠臣景
监见到孝公，授其霸道之术，初始孝公
对商鞅学说昏昏不知其所以然。经多次

进说，孝公逐渐信任商鞅，商鞅在献公
改革基础上，提出了变更法制，修制刑
法，运用赏罚来奖惩鼓励农民生产和对
外战争出力的法家政策，顺应秦国社会
变革发展趋势。商鞅变法主张法治，而
旧有势力根据儒家理论，主张礼治，
反对代表甘龙、杜挚的观点就是“法
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驳斥认为礼
法因时而异，反古未必错。商鞅代表
法家对旧贵族以及代表旧贵族的儒家
斗争中发展了他们具有唯物论因素的
理论。变法初期首先从理论上对旧贵
族势力进行驳斥是非常必要的，因此
赢得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商鞅在法家
李悝编著的 《法经》 基础上加了一条

“连坐法”，鼓励告奸，隐瞒不告就要
同罪连坐；他更主张轻罪重刑，这也
是打击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一种专政手
段；与此同时，他颁行奖励军功和禁
止私斗的法律；他破除井田制原有的
界限和规模，打开原来奴隶主贵族圈

占井田的范围，听任开垦荒地，自由
买卖，在新旧生产关系的变更中起到
积极促进作用，他奖励农民从事耕种，
惩罚懈怠懒惰之人，这就是著名的

“强本弱末”政策。商鞅能够令政必
行，驱民首讲信诚，一言为重百金
轻，而不是宏阔高谈却无落实。秦国
的政事有条不紊也正是来源于商鞅对
仁义诚信的批判、赏罚分明勇担当的
风格和气概。商鞅变法为秦国的社会
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秦
国国力由此大增，荀子在之后曾偶过
秦地，生发观感，赞扬秦国民俗朴
素，政事处理从容迅速，故断言秦国
可“四世而胜”；韩非子曾将秦国与
他国相比较，认为秦国优点在于不讲
儒家鼓吹的“仁义”，法令严明，赏罚
分明，能鼓励臣下出力禁止邪臣捣乱
而国力强盛，他国却是讲究仁义，赏罚
不明，臣下结党营私，因而国力衰退。
商鞅的法律所不同于春秋时代礼制的，

就是他否认过去奴隶主贵族原有的世
袭等级和特权，废除世卿世禄制度，
实施“二十等爵”分赏制度，根据功
勋特别是军功来重新划定等级和特
权，规定按照军功大小赏给爵位，分
给不同面积的田地，有功才得显荣，
无功虽富亦不得铺张。

《芈月传》中有这样一幕：当势
单力薄的芈月面对强悍的秦国奴隶主
贵族势力驱使的反叛军队时，坚定发
出继续沿袭商鞅之法的召唤，并以情
理法来说教疏导反叛军士，从奴隶主
贵族势力在旧有体制下继续奴役军士
以及商鞅之法依据功勋来扭转改变个
人及家族命运的两相对比下，导致原
本群情沸腾的反叛军士倒戈投诚，足
以见得商君之法影响之深远。商鞅在
秦国变法的成效，据 《战国策》 所
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史
记》则记载：“家给人足，民勇于公
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成

就了秦国国力强大的盛景，也成
就了法家在秦地的辉煌局面。经
过六年的努力，商鞅被孝公重
用，出任左庶长，相当于各国的
卿。孝公十年变法初步成功，加
之商鞅具有的军事才能，战事屡
胜，他升任大良造，随后被封以
商地，但在孝公去世后，商鞅也
被旧贵族势力阴谋杀害，法家学
说却由此发扬光大，并影响到了
此后的秦国历代直至更远。

抚今追昔，两千多年前的商
鞅变法，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努力
谋求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在秦孝公和商鞅开创的战时法制
社会中，所有国人都必须遵守统
一的法律，世族贵胄与庶民百姓有
功同赏，有罪同罚；举国上下无论
贵贱，要想富贵唯有为国家作出贡
献，或勇敢作战，或勤于耕织，或
勤政廉政……对任何人都按一个标
准——法律准绳来衡量，赏罚分
明，且不停留于空谈，真正落到实
处。讲求诚信的最大化，让承诺变
为现实，以及真正意义上的贯彻公
平正义，彰显严明尺度，罚懒赏
勤、惩恶扬善，这些对于今天我
们推行的社会变革与法治建设，
谁又能说没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