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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应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
事务部邀聘，笔者审读加工了业师、
北大法学院蒲坚教授巨著《中国法制
史大辞典》（以下简称 《大辞典》）
的书稿。今年8月，400万字的皇皇
巨著终于面世。这是一位年届 90 高
龄、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法律史学专家
倾其一生治中国法制史学之知识积累
纂成的巨著。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法
制史学领域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辞书，
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毋庸置疑。说
它填补了这一领域大型工具书出版的
空白，似乎不算过分。当笔者拿到出
版社寄来的样书后，心情格外激动！
仿佛又回到当年伏枥奋战4个月，终
于啃完这坚骨的情景……

现今，《中国法制史大辞典》已
出版发行，应是将当年审稿时的心得
和认知向读者报告的时候了。兹分述
于下：

——钩沉宏富，博大精深。有文

字可考的中国古代 4000 余年的历史法
文化，除先秦的《法经》《睡虎地秦墓
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吐鲁番出土
文书》《唐律疏议》《大唐六典》，宋、
元、明的 《刑统》《大札撒》《通制条
格》《大明律》，清、民国诸律例和现代
法典之较为集中的法制文献资料可资研
究、整理、征引外，其余大都分布和散
载于经、史、子、集，以及朝廷史官、
翰林学士编撰、汇集的会典、事典和民
间学人的注疏、著述之中。已届耄耋高
龄的蒲坚先生，倾毕生精力于治中国法
制史学。

不难想象，作者在这部力作的背
后倾注了多少心血——孜孜潜心于
经、史、子、集和诸多古典文献资料
的阅读，抄录、整理、疏解、研究，
并将所感所悟札写成半成品积累起
来。此非测言，只要读一读 《大辞
典》 若干辞条及释义，便了然作者的
治学精神了。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
物辩证法思想为指导，系统而准确地总
结了自夏商以来到民国结束，4000 余
年中国特色法律制度历史起源、发展流
变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点，给读者留下
了关于中国法制史的科学而完整的概
念。作出这一价值评判，是笔者审读加
工完全稿之后才有的认识。从夏商社会

的“神权法”“明德慎罚”思想，到秦
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王朝后
的严刑峻法之重刑主义，再到汉唐以降
的“德主刑辅”“纳礼入律”“礼法结
合”“刑礼互用”“安人宁国”“慎刑持
平”等等，以及“以刑为主、诸法合
体”的立法体制之基本规律和特点，一
直沿袭到明清王朝“中华法系”解体。
至于民国，虽趋于现代化发展，但历程
短暂，不影响中国特色法律制度历史的
基本规律和基本特点的价值说明。凡
上，都是在儒家思想主导下形成的。本
书最大的辞条 （近万字）“中国法制
史”释义对此意有准确的诠释。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封建帝国
鼎盛时期最成熟的立法，法条之中若干
人性化的安排和立法技术上的成熟程
度，以及司法解释方面的通俗明白、言
简意赅、近似口语的表达技术，对于当
代立法者来说，不无借鉴之处。

——在辞条的安排上，对中国共产
党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苏区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人民政
权制定公布的宪法性法规、刑法、民
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制予
以特别的关注并收进了大量条目 （例
略），诚为《大辞典》的特色之一。

——站在挖掘、整理、研究、展示
人类文化的立场上，捕捉中国 4000 余

年来历史法制文化信息。中国古代法制
文化，不只是中华民族的，更是人类世
界的法文化宝贵财富。先秦法制文化，
特别是汉唐法制文化，对东亚乃至周边
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制文化发展不无影
响。

——向世界宣告：中国古代不但有
行政法和民法，而且是拥有行政法典最
早的国家，由于中国古代立法是“以刑
为主，诸法合体”的立法体制行世，加
之“刑法时代”存续的历史太久（至今
尚不能言终），过去西方法学界总认为
中国古代没有行政法和民法，或者说有
公法无私法，或者至少是私法很不发
达。我们不去争论过去的是非，就说

《大辞典》 辞条安排告诉了我们什么
吧。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至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编撰成的

《大唐六典》，是“具有行政法典性质的
官修书”，相当于今天的行政组织法
典。英国一向被称为行政法的发源地，
其实距今的历史也不过百年。而《大唐
六典》 颁行的历史已愈 1270 多年之
久。《唐律疏议》颁行的历史也达1300
年左右。在这部综合性法典中，其《卫
禁律》不仅是皇室保卫和治安管理方面
的行政法规，还很有些行政行为法的色
彩。《职制律》则相当于现代的行政组
织法。《户婚律》不用赘言，自然是民

法性的。
——关于中国法的起源给出了

权威性的界说。《大辞典》从“刑起
于兵”和“法源于礼”两方面诠释
中国法的起源问题，给我们提供了
权威的界说。刑起于兵。“中国法的
起源”条释义讲：相传，距今五六
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中原地区部落
战争加剧。“法”与这种产生于战争
中的权力携手同至。为取得战争的
胜利，部落首领需要发号施令，需
要加强个人的权威。战时的号令本
身就具有军法的性质，当等级制确
立后，这些号令又演变为平日的规
范，战争将赏罚大权交给了部落首
领，而赏罚是维护法的最基本的手
段。《尚书》中记载了夏启征讨有扈
氏的军法《甘誓》。启告诫出征的将
士：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
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
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 弗用
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其意为，
对服从命令的人，于祖先灵位前行
赏，对不服从命令的人，则于社主
神位前行刑，并诛及子孙。可见，
法早已在战争中初具雏形。

法源于礼。“礼”源于部落中的
祭祀。在祭祀中，人们的言行举止
必须如礼才能讨得鬼神的欢喜。因

而礼不仅具有神秘性，而且带有
强制性。所以，礼实际上具有法
的性质与特征。这种以战争与礼
为源头的法律，一方面格外重视
刑法的完备，这就造成了中国古
代法以刑法为主干的特点，也是
中国“刑法时代”的历史其所以
很长的基本原因之一；另一方
面，法又格外重视宗族伦理关
系，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法与伦
理道德“相为表里”，有时甚至道
德的戒律即为法律的特点。

——收辞规模宏大，视野广
阔。《大辞典》 收辞 11343 条，计
400万字，堪称名副其实的法史学
大型辞书。这是 《大辞典》 所以
称“大”的一个方面。更“大”
的方面，还在于作者选收辞条的
学术视野非常广阔。他不仅把握
住“法律制度”之收辞主体，还
将视觉延伸到与法律制度有文化
背景、关系密切的收辞范围。《大
辞典》 将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六
个民族皆列为专条收了进去。每
个民族占一条，并作了简约的诠
释。其寓意显在中华民族法制文
化的历史是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
创造的。民族的，也是人类的。
仅此一端，足显 《大辞典》 作者
收辞视野的广阔意义了。

（作者系读者出版集团编审）

——评蒲坚教授《中国法制史大辞典》
刘延寿

一个人某一个方面太富有才华，往
往会使人们遗漏他另一方面的盛名，顾
维钧就是这样的一位传奇人物。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顾维
钧的外交生涯长达 44 年之久，他先后
担任过中国驻美、英、法等大国的使节
及派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代表，任职
过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和南京政府外交部
长，出席过两次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
和旧金山会议，晚年又出任国际法院法
官。在其一个个外交生涯注脚中，顾维
钧先生的外交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但
其法律思想和作为法学家的角色却渐被
遗忘。纵观顾维钧先生一生，其最大成
就莫外乎外交，但不可否认的是，顾维
钧的外交立足于对法理精通的基础之
上，借助哥伦比亚大学所学之国际法，
运用于外交，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
家民族利益。

回顾顾维钧先生一生，无论是在山
东问题上的锋芒初露，还是在巴黎和会
中一战成名，抑或是九一八问题上，他
都保持了作为一个外交官和法律人的理
智和克制。顾维钧以热忱的爱国之心、
强烈的民族感、坚定的决心、超人的胆
识、专业的法律知识、熟稔的外交技
巧，在民族危难之际，勇于担当历史重
任，冷静分析国际大局，立足国情，最
大限度地捍卫国家利益。

初露锋芒：
不必遵守“二十一条”

1914年 9月 2日，日本大隈内阁无
视国际公法，借口对德宣战，于山东龙
口登陆，对此紧张的局势，袁世凯紧急
召集会议，会议上顾维钧就以明确的态
度、坚定的立场和爱国主义精神郑重发
言：“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犯国际
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
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双方应尊重
中国的中立。据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
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
其中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
为明显。”

战时中立，是指非交战国在交战国
之间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法律地位，这
是非交战国的自主权利，交战国必须自
我约束，尊重中立国的主权，不得侵犯
中立国的领土。尽管当时局势危急，但
是顾维钧仍然保持了一个法律人和外交
家的理智，利用中国中立国的法律地
位，顾维钧作出了中国需从国际上获得
外交支持的决定。1915年1月，日军强
占青岛、济南，随着局势的扩大，日本
不仅不归还青岛，反而进一步加强军事

行动，变本加厉地提出了臭名昭著的
“二十一条”，并强迫北京政府允诺并保
密。对此，顾维钧从法理上分析，认为
条约是在胁迫之下签订的，中国即便被
迫签订，但并没有遵守之义务。众所周
知，条约必须遵守整个国际法体系的基
石，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间正常的国
际关系；否则，国际社会将处于“强权
即公理”的不平等状态，国际社会的无
序将造成世界和平危机，任何一个国家
都将为这种无序付出惨重代价。但条约
遵守的原则不是绝对的，它有一定的前
提条件，无效条约、不平等条约等都不
在遵守范围内。顾维钧从法理角度分
析，认为即便条约签订，中国也没有遵
守之义务。

袁世凯因称帝需求而屈从日本势
力，接受了“二十一条”。在当时一片
混乱的局面下，顾维钧力主“将四个月
交涉经过昭示全球，以明是非”，策划
和起草了“二十一条”附件，即《北京
政府外交部关于中日交涉始末宣言
书》，于 5月 13日予以正式公布。这个
附件详细说明了整个谈判过程中中国政
府所持的立场，被迫签订条约的情形。
就“中国承认条款”“中国政府不能允
诺条款”“问题尚在争执之事宜”“日本
之新议案”等论述，表明了“中国政府
声明非中国所致”。尽管签订“二十一
条”被国人视为外交史上的耻辱，但纵
观整个过程，顾维钧自始至终都在用国
际公法来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利益，尽管
他时年只有 27 岁，但是他的深谋远虑
和才华已为世人所知。

拒签捍权：
审时度势进退有据

“二十一条”事件后，顾维钧被调
去英国，后任驻美公使。这样的经历使
他的外交资历更加厚重，也成就了
1919巴黎和会上的顾维钧。

1915 年顾维钧驻节美国之日，正
是中国政局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复杂
化之时。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割据称
雄，列强趁机加紧蚕食中国，其中以日
本尤为凶狠。日本打着“日华亲善”的
幌子，紧锣密鼓地策划侵占中国东北地
区的阴谋。基于此，顾维钧主张联美抑
日，虽然这个外交策略有自身局限性，
但也是顾维钧在当时情境下不得已之选
择。当时我国国势孱弱，内乱频生，如
果外交上再孤立无援，后果则不堪设
想，这也是顾维钧纵观国际局势、权衡
利弊之后的无奈之举。美国出于自身利
益的考虑，不赞同日本支持皖系军阀推

行侵华政策。因为在美国看来，各方面
政治力量鼎力、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
统一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
的皖系军阀专权政府，无论是在政治上
还是在经济上，都对美国更为有利。这
种“以夷制夷”的方针最终因为日美签
订的《蓝辛石井协定》而失败，但是顾
维钧一改中国在外交上唯唯诺诺的被动
局面，采取主动争取国际上支持的外交
政策是值得称赞的。

尽管局势对中国不利，顾维钧还是
自 1918 年夏开始，连续向北京政府提
议“中国应该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
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订的中日条
约”，并为参加和会积极准备。包括顾
维钧在内，大多数中国人对巴黎和会都
抱有幻想，认为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一
员，尽管实力尚弱，但也应在谈判桌上
享有实质性的平等地位。1918 年 11月
11 日，巴黎和会召开，这场会议本质
上是列强一战后的分赃会议，中国作为
弱国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而
且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作为一名外交官
和法律人，顾维钧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弊
关系。当时顾维钧先生刚经历了丧妻之
痛，在国家危难时刻，他毅然选择去参
加了巴黎和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捍卫国家
利益。

这场由列强主导的国际分赃会议
上，顾维钧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赤子之
心，为国效忠的胆魄以及非凡的才华。
会议上，顾维钧先生舌战群雄，驳斥他
国的侵略。在与日本代表牧野的论辩
中，他牢牢掌握了主动权，“若竟割让
中国人天赋之权利以为酬报，由此再酿
日后纷争之种子，不但中国之不幸，也
是世界之不幸。中国全权深信和会于德
国在山东租地及他项权利之处置，必能
重视我中国之政治独立及领土之上权
利”，他的发言震撼人心，引起强烈反
响，令日本代表窘迫，美、英、法三国
巨头纷纷与顾维钧握手称贺。顾维钧辩
论成功，一时使国际舆论倒向中国，一
度赢得西方列强同情，暂时扭转了中国
的被动局面。这种结果是由顾维钧强烈
的民族意识、非凡的胆识，以及高超的
法律智慧决定的：即用法理来捍卫我国
主权。山东是我国的国土，德国是我国
的敌国。敌国已败，把以前从我国领土
夺去的权益归还我国，是名正言顺的事
情，符合国际公法，也符合公平正义，
所以山东之问题无须假日本之手。

国力是外交的后盾。尽管从法理上
说，山东应该直接交还给我国，但是由于
日本代表的强烈反对，英、法代表不发
言，“十人会议”美国势单力薄，根本扭转
不了不利的局面，特别是 4 月 22 日英、

美、法三国会议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改
变了原来同情中国的态度，决定牺牲
中国，接受了日本的立场。4月 30日
和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对山东问题作
出最后裁决，批准日本接管德国在山
东的所有特权。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
上的交涉完全失败。

外交上失败的消息很快传入国
内，中国人民对代表团在外交上的失
败无比痛心，五四运动随之展开，国内
紧张局势无疑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
团增加了压力。对此，中国代表团有
两种意见：有的主张签约，以避免更严
重的后果。有的主张反对，顾维钧就
是坚决的反对者。他主张拒签的理由
有二：一是从外交上看，“日本志在侵
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夫全国，
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
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有自
相纷扰”。二是从法理上看，中国拒绝
在合约上签字，日本通过和约从德国
那里享受山东地区的权利就不能合法
继承。在全国人民要求拒签合约运动
的支持下，中国代表团终于“共同决
定，不往签字”。

巴 黎 和 会 有 着 重 要 的 历 史 意
义，中国代表团的拒签不但没有导
致严重后果，反而获得了国际舆论
的广泛支持。中国从此发现，过去
依赖大国反而被大国出卖，“始争终
让”的“保全和局”是不可能和平
的，中国的旧式外交开始转为新式
外交。自此，中国拒绝签约后，把
山东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国际化，
避免了和日本以及其他掠夺成性的
大国的直接冲突。

正是巴黎和会上的出色表现，顾
维钧先后担任驻英公使，出席国联理
事会代表，在1912年11月担任华盛顿
会议全权代表。在以顾维钧为核心的
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1922 年 2 月 4
日，《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
约》签订，日本允许将胶澳租借地交还
中国，海关全归中国管辖，所有德国在
山东的优先权，日本一律放弃。

通过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
约》除中国外，缔约各国协定：（一）尊
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
政的完整；（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的
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个有力和巩固
的政府；（三）运用各国的权势，以达到
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境内的商
务实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四）不得因
中国状况，乘机谋取特权，减少友邦人
民的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
的行动。《九国公约》以及同时签订的

《关税条约》，使任何一个相信和平和
集体力量的人，都可以认为这次会议
是尊重国际秩序的奇迹。顾维钧先生
功莫大焉。

才清志高，时运偏消

顾维钧先生的外交生涯饱经沧
桑，他用法理救国不仅体现在山东问
题上，更表现在“一二八事变”后通
过国联李顿调查团促成外交活动，通
过国联处理中日争端，《塘沽停战协
议》 以后在国联外交活动之上，等
等。虽然局势严峻，但顾维钧先生始
终坚信通过法理、通过谈判、通过国
联的帮助来解决争端。有这样的外交
人才，实为国家之幸。顾维钧先生官
场通达，民国时期国内政局几度沧桑
风雨飘摇，而这个职业外交家却始终
站得稳，兜得转，堪称官场“不倒
翁”，没有“怀才不遇”之叹，应算
是幸运。但顾维钧又处于“强权即公
理”的霸权社会，面对的是一个支离
破碎、动荡不安的中国，囿于历史局
限性，以真正为国为民成就的事业考
量，尤其是 1946 年之后为蒋介石政
府争取美援等诸多外交努力与中国进
步之潮流相违，以此观之，顾维钧可
谓生不逢时，“才自清明志自高，生
于末世运偏消”，多半的想法、才能
被空抛，实为惋惜。但顾维钧先生赤
子之心、爱国之情、忠于职守的人品
确定无疑、天地可鉴。1945年8月14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当晚的日记
中，顾维钧先生写道：“余久所期
望，甚至梦寐以求，而终身致力者，
最后得以实现。”其激动之心境，可
以体会得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

—— 一代法学大家顾维钧在山东问题上的斡旋
孙慧娟

图为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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