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2月17日 星期五 第五版 《法律文化周刊》第335期 法律文化部主办
▶

【本期导读】
法律之声法律之声法律之声：“：“：“契约即法律契约即法律契约即法律”””与司法正义与司法正义与司法正义
法治星空法治星空法治星空：：：古代规制家庭暴力刍议古代规制家庭暴力刍议古代规制家庭暴力刍议
环球视野环球视野环球视野：：：公民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公民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公民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 域外视角域外视角域外视角

优秀法律人应当具备的品质

责任编辑 林 淼

联系电话 （010）67550745

电子邮件 linmiao@rmfyb.cn
QQ群号 476858556

古代边陲治理：潮汕地区法文化透视
□ 沈玮玮

□ 睢晓鹏

潮汕之地，远离中央，然在隋唐之
后，因中原为躲避战乱的移民迁入和谪
贬官员的精心治理，潮汕地区的民风逐
渐淳朴，人们渐被儒家文化同化。原有
潮汕盗匪横行的社会治安状况经历任贬
谪官员的精心治理大为好转，潮汕之地
遂成为富足之乡。潮汕人开始形成对清
官能吏的多神崇拜，在以中华儒家文明
为代表的清官信仰中独树一帜。到明清
之际，因潮汕乡宦对乡约族规的重视强
化，使中央国家权力和治理体系向基层
延伸，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治理文化。

潮汕的人物神崇拜信仰

多神崇拜在潮汕地区是一种普遍现
象，在这一带寺庙道观遍地。潮汕民众
既有自然神崇拜、物灵神崇拜、祖灵神
崇拜，又有人物神崇拜等。与法律文化
相关的当属人物神崇拜，首先体现在对
汉族皇帝的崇拜上，这当然是中原文化
感召的遗留情感。南宋崖山之战的宋帝
赵昺和明代崇祯帝朱由检是潮汕地区民
俗节庆活动崇拜的对象。例如每年的四
月初八相传为太子爷神诞，即用来祭祀
赵昺。现今汕头市潮阳区天台古庙中也
塑有赵昺及左右丞相陆秀夫、文天祥和
组织义兵助文天祥抗元的乡贤陈梦龙的
神像。每年的三月十九日是明崇祯皇帝
在煤山自杀的祭日，潮汕百姓便将此日
作为太阳神诞之节加以纪念。潮汕地区
对这两位帝王的祭祀信仰与“崖山之后
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的中华文明
历史记忆紧密相连。从帝王到将相的宗
教信仰，实际上反映了潮汕人对中华传
统儒家文明秩序的由衷信仰。因此，履
职潮汕的历代名宦先贤均被潮汕人所祭
祀。对父母官的勤政廉洁的向往期盼成
为这种祭祀文化的当然理由。

而清官崇拜向来在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潮汕地区也不
例外。潮汕人对韩愈的崇拜不言而喻。
自宋以来，在这一带尊韩成风，韩祠林
立，尚有韩庙，江山道路里巷书院以韩
冠其名者甚多。韩愈因其儒者风范也曾
被树立为神灵。澄海县樟林古港曾建有
庙宇祭祀韩愈神像，并赋予韩愈教人食
蒌叶、除瘴疠之病的传说以强化韩愈神
的形象。此外，潮州城隍神的原型也是

潮汕名宦郭春震和吴均等人。嘉靖二十
四年（1545 年）任潮州知府，二十六年
（1547 年）因修潮州府志被广为推崇其
在潮州府任上尊韩（愈）尊陆（秀夫），倡
导文明教化，疏通韩江，畅通水运，繁荣
闽粤经贸。并且极力平倭，加固黄冈镇
城垣，卫内安外，遂“盗贼、倭寇有除，刁
讼有惩，四维得正，六行得修，驱倭安民
骎骎奏效”。吴均系嘉庆二十四年举人，
历署揭阳、惠来、嘉应、海阳。曾署潮州
知府。吴均治潮时间最久，诛盗尤严，严
以治官，宽以待民。“巡乡辄以二旗开导，
大书曰：‘但原百姓回心，免试一番辣
手。’化莠为良，保全弥众。从役有取民
间丝粟者，立斩马前，民益畏服。”吴均在
潮州的主要政绩是围剿匪患，但他在潮
汕农业发展上也大有作为，据《清史稿·
吴均传》记载：“在潮阳以滨海地咸卤，
开渠以通溪水，筑堤六千馀丈，淡水溉
田，瘠土悉沃。”因积劳成疾吴均死于
任上。

城隍神的形象塑造不仅需要保城安
民的勇武形象，更需要经世济民的聪慧，
唯有如此，才能被形象化为城隍神。明
代的郭春震与清代的吴均均符合潮汕人
对城隍神的神格期待。此外，城隍神的
原型为本地极有作为的官僚，实际上与
城隍神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地位十
分相关。作为保护城镇百姓生命财产安
全的神灵，城隍神实为古代中国司法之
神。这样一种土生土长的神灵信仰，承
载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于安全、公平
和秩序的认识和期待。（参见范依畴《民
间司法公正观念的神话表达及其特征
——明清文学中“城隍信仰”的法文化解
读》，《法学》2013年第10期）

实际上，潮汕各府县志中有载曾为
其建祠坊者不下数百人，仅明清两代潮
州城中累计建造的石牌坊就多达150多
座，以十相留声坊、昌黎旧治坊、四进士
坊、三世尚书坊、状元坊最为著名。“雁过
留声，人过留名”，“十相”即曾先后贬至

潮州的十大丞相，合称“十相留声”。其
他历代名宦乡贤列入祠祀之著名者，如
唐代潮州刺史常怀德、宋代知州彭延年、
丁允元、马发，明代知府王源。府以下各
县祠祀之著名者，如海阳乡贤祠之祭明
代状元林大钦；潮阳名宦祠之祭明代知
县宋元翰；揭阳名宦祠之祭明代知县冯
元飚；普宁名宦祠之祭清代知县蓝鼎元；
澄海县名宦祠之祭清代知县王岱等。

上述诸多祠堂均为官绅所为，或许
不乏阿谀之心。然所选祭祀之官均对当
时潮汕地区的稳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
献，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并未在民众心
中形成祭祀崇拜之风。此后，这些乡贤
祠和名宦祠多已荒废。实际上传统的政
治力量消退以后“官方庙宇”的衰落，
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观念在乡民的信
仰意识中不重要。即使民间崇拜持久的
庙堂非民间自发奉为神灵者，如在潮汕
沿海一带建立的周王公庙，这些依然可
以看作是“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

“正统”持续对潮汕地区文化秩序产生
影响的证据，潮汕从未被边缘化。周王
公庙，又称巡抚总督庙，以祭祀清代康
熙初年两广总督周有德和广东巡抚王来
任。此二人被潮汕人供上神坛，与清初
为防止郑成功反清而推行的海禁政策
——斥地有关，然海禁对沿海居民的生
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地方官员因惧
怕背上违抗皇命的罪责而不敢将中央斥
地政策的危害如实上报，但广东巡抚王
来任则是一个特例。康熙六年 （1667
年），王来任经过实地考察，上疏《展
界复乡疏》请求复界。由于此奏疏不仅
替因禁海迁界而惨被荼毒的沿海百姓呼
吁，还指责“折回田地之令”妨农病
民，王来任遂因“自陈不职”而革职。
康熙七年 （1668年），在身患重病弥留
之际，王来任仍不忘展界复乡之事。时
任两广总督的周有德对此感动至极，决
定将王来任临终留下的《展界复乡疏》
上奏皇帝。康熙八年 （1669 年） 正

月，清廷下令允许部分地区展界。当奉
旨钦差会同周有德到广东各地勘展边界
时，百姓闻之跪迎，欢呼庆祝，一心为
民的王来任与周有德便开始成为潮汕沿
海居民心中的神灵。

清官信仰与治潮效果

潮汕地区的民众对汉代帝王和能吏
的信仰与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密切相
关。对汉室末帝的宗教祭祀来自于潮汕
文化的华夏文明根基，可以说是对中原
文明记忆的一种提醒。虽然地处边陲，
华夏文明之风依然在此发挥影响。而对
为民请命、政举民安的清官廉吏和先贤
能吏的崇拜祭祀则出自于潮汕民众务实
性格的原因。对勤政爱民能吏的膜拜和
期盼幻化成无数的庙宇祠堂，神灵般的
信仰不仅为潮汕官员的后来者带来一种
无言的榜样提醒和无形的律法掣肘，也
同时为中央在选择潮汕地方官员时必须
给予慎重的考虑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选官
理由和充分的参照模板。

潮汕作为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之
地，常常成为贬谪官员之地。据嘉靖二
十六年 （1547 年） 潮州知府郭春震主
持编纂的八卷本《潮州府志》和顺治十
八年 （1661 年） 潮州知府吴颖主持编
纂的十二卷本《潮州府志》统计，谪潮
官员唐代有10人，宋代8人，明代多达
28人，清代1人。其中明代中叶曾有九
尉贬潮，即神宗万历十四年 （1586
年） 至二十三年 （1595 年） 的十年时
间里，有九位朝廷官员被贬到潮州各县
当典史 （知县属下尉官）。九尉贬潮，
十载之内，无邑无之，将朝廷能吏全部
安置潮汕地区的各县。谪潮贬官大都因
敢于直言进谏或秉公行事而受贬谪，到
潮任上依然能够坚持正义，造福百姓。
大多遭贬官员都会在潮地励精图治，东
山再起，在此意义上，中央将名人儒士
能吏降级到潮州任用，多数官员均能为

潮汕积极行政，如兴学传道、铺路修
桥、防贼反盗、富民安城等等。这些
饱受儒学礼义教化熏陶的知识精英，
为潮汕地区的文化繁荣和风气提升所
做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据不完全
统计，潮汕之地的古代名宦乡贤颇
多，其中唐宋9人、明代10人、清代
5 人，民国潮汕籍人士更是英雄辈
出，多达28人。

潮汕乡约族规的约束机制

潮汕民众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
宗族聚居和宗派意识，宗庙祠堂、家
法长老在一些潮汕村镇必不可少，乡
约族规成为潮汕地区当然有效的法律
秩序规范。潮汕俗语“不怕官，只怕
管，最怕乡规加竹槌。”十分形象地
反映了乡规民约对人们的制约作用。
潮汕乡规民约首先通过宗族加以强化
其约束功能。乡间宗族通过建宗祠、
修族谱、订乡约族规等形式，来凝聚
宗族的集体主义意识，进而实现对全
族的良好治理。明嘉靖年间饶平县官
绅陈天资在《东里志》中强调：“乡
约以化民为任”“要教训子弟，各安
生理，毋作非为”。并且应当“立约
长以总其教，约副以助其法，约正司
训诲，约吏立劝惩。定期会民读约进
义，以开其良心，彰其善，纠其
恶”。在陈天资的乡约教化体系中，
颇具政府形态的乡间管理组织可以被
视为国家权力末端延伸的精神体现。
约长、约副、约正和约吏构成了以乡约
为中心的治理体系。这种治理方式的
蓝图与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是密切相
关的。

乡约族规首先在宗族内适用，因
此一般是道德的律法化，是民间效仿
国家律法的具体体现。例如族谱都在
族规中规定“族人如有盗卖祠田，一
经查出，除勒令备价赎还外，公同家

法治处。”严厉惩治侵犯祠产。对宗
人财物的保护也在族规的规定范围。
例如在稼穑收成之前，“严禁放鸭下
田”，“不准偷盗瓜果等农作物”等，
严禁族人为非作歹。对族群壮大之
业，族规亦有褒奖措施，例如在兴学
育才上，不少族规对贫困且好学的人
给予资助。婚丧嫁娶也是族规中必备
的内容，如有族规规定“男子订婚，
女子许字，必谋于家长，既决而告
庙。”诸如此类，是儒家礼义在乡规
民约中积极贯彻的一大表现。地方官
员亦十分重视族约的规范教化作用。
万历年间澄海县令王嘉忠即要求全县
境内各宗族必须将乡约以通俗易懂的
文字张贴在公共场所，要求乡民谨
守。（参见 ［明］ 王嘉忠《地方事宜
议》）

族人发生纠纷时，必先经过祠堂
解决方能告官。通常的处理程式是首
先在祖宗牌位前论曲直、剖是非，之
后再按照族规处置。但凡族人有违抗
者，族长便可在祠堂召集宗支主事
人，商定处罚细节。宗族的惩处方式
多样，主要包括身体罚和财产罚。身
体罚如责打、祠前示众、向祖先长跪
悔过等。财产处罚主要是针对损坏祖
业者，罚钱用以敬祖置业祭祀。最为
严厉的处罚方式当属削籍除名，禁止
入祠、入谱，直至逐出宗族。如果情
节更为严重者则以宗族名义送官惩
治。当然，私刑的使用在一些宗族中
也存在。 ⇨⇨下转第七版

一般而言，不同类别的书有不同
的读法。读叙事类的书籍，就像冬日
午后蹲在洒满阳光的墙根底下，听历
经沧桑的老人追忆往事，随兴所至，
漫无目的，作者享受了叙述的满足，
读者体验了未曾经历过的人生；读理
论性的书籍，则像一场正襟危坐的谈
判，人们事先须充分准备，知道议题
为何，如何展开，对作者的观点，有
期待，有信服，有批判，读罢汗流浃
背，痛快淋漓。昆汀·雷诺兹撰写的

《失控审判庭》——主要介绍了美国
伟大刑辩律师塞缪尔·雷波维兹的一
些经典案例——属于前者，除了充满
戏剧性的法庭故事带来的阅读快感，
它还让我们看到，雷波维兹之所以能
够成为美国法律史上最优秀的刑辩律
师之一，是因为他身上具有优秀法律
人应当具备的一些品质。

专业

雷波维兹 （原名塞缪尔·雷波）
1897 年从罗马尼亚移民美国，从康
奈尔大学毕业后踏上律师之路，从事
刑事辩护21年。1941年1月6日正式
出任金斯县法院法官，1961年5月23
日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 67 岁。雷
波维兹一生共为140个刑事案件的被
告人辩护，其中仅有一个被告人被送
上电椅。如此卓越的战绩当然首先得
益于他的专业能力：在美国司法体系
中，罪与非罪由陪审团认定，而雷波
维兹懂得如何构建自己的诉讼策略，
也知道如何征服陪审团。

他精于细研案件事实。雷波维兹
第一个案子的被告人被控于凌晨闯入
一家酒吧偷走了7美元。这个嗜酒如
命的家伙还偷了一瓶烈性酒喝了下
去，他在烂醉如泥的状态下被捕，并
在遭到警方痛打后认罪，佐证他罪行
的还有一把万能钥匙。检察当局认为

本案已经不值得辩护了，但雷波维兹仍
然坚持无罪的辩护意见。在法庭上，他
说：“如果尊敬的法官大人许可的话，
我请求您让陪审团亲自到失窃现场去核
实一下，这把钥匙能否打开酒吧的那扇
门。如果这把钥匙开不了那扇门，我请
求撤销对我当事人的指控。”主控的助
理地方检察官并没有去试这把钥匙，他
在经过一番纠结后，拒绝了这个请求。
经过 40 分钟的评议，陪审团宣判被告
人无罪。雷波维兹的很多案子都是利用
了这种魔鬼般的细节取得了胜利，他能
掌握这些细节，是因为他精于细研案件
事实。每天晚上雷波维兹都带着案件卷
宗一起上床，神志清醒地躺在床上，寻
找控方盔甲上某个可以进攻的弱点并精
心制定自己的辩护策略，而几乎每次他
都取得了成功。

他深谙沟通表达之道。大学时代，
雷波维兹就对历史上的辩论大师进行了
研究，他知道如何开动脑子、动用舌头
和个人魅力，也知道如何让陪审员们听

“懂”他的发言。“警察枪杀市长案”
中，被告人在第一枪击中市长的胸部
后，又向已经倒下的市长射了三枪。雷
波维兹用“疯牛理论”巧妙地展示了被
告人精神错乱的状态。在证实了市长对
被告人的各种迫害后，雷波维兹争辩：
一头受尽摧残、吃尽苦头的公牛在极端
愤怒之下，会攻击和抵死斗牛士；在狂

怒的支配下，会继续盲目地袭击那个实
际上已经没有生命的遇害者，而本案被
告人就是这样一头疯牛。最终，被告人
摆脱了坐电椅的命运。除了用“疯牛理
论”这样高明的比喻，雷波维兹在法庭
上经常使用图片、示意图，甚至将法庭
作为实验室，让陪审员亲自观察实验结
果。这些无不显示了雷波维兹高超的表
达艺术。

勇气

好莱坞的电影中，刑事辩护律师经
常被刻画成一个狡猾、卑劣、操着三寸
不烂之舌之人，而雷波维兹一生为之辩
护的不乏杀人恶魔、黑社会分子等。这
些，也曾为他带来非议。1940年5月，
当民主党州政府提名其为金斯县法院候
选人时，他的政治对手就曾肆意的攻
击：“如果我们选择了雷波维兹，他肯
定会打开监狱大门，释放他面前的每一
个无赖。”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勇气，
雷波维兹何以能坚持 21 年的刑事辩护
生涯并取得卓越的成就。

或许最能展示雷波维兹勇气的是斯
卡伯雷案。九名完全无辜的黑人青年被
指控在驶向斯卡伯雷的载货火车的车厢
中强奸了两名白人女孩。斯卡伯雷位于
阿拉巴马州——一个黑人歧视观念根深
蒂固的南方州。在这里，白人妇女要控
诉黑人强奸，只要她提出控诉，法庭无

须证实，就可以判被告人有罪。白人陪
审员们甚至认为：除非是正当控诉，否
则没有哪个白人妇女会诬蔑黑人强奸。
审判过程足以说明辩护人承受的压力之
重：第一次审理时，国民卫队的士兵带
着刺刀、催泪弹和机关枪包围了法院，
以防民众对被告人施以私刑；当被告人
被判定有罪的时候，庭外赞同的咆哮声
透过墙壁穿了进来；雷波维兹进行有力
的辩护后，三K党开会研究恐吓计划，
有人提议抢走9名黑人被告人，对他们
处以私刑，也有人建议对雷波维兹处以
私刑；雷波维兹收到了许多恐吓信，国
民卫队在雷波维兹和他妻子的居住地安
置了50名武装士兵。

虽然如此，但雷波维兹没有退缩。
“暴徒吓不到我，”雷波维兹直面已经失
去基本公正的陪审团，“他们要绞死
我，那就来好了，我不怕！生命只是造
物主赐予我们的小礼物，如果我微小的
生命可以为正义和公理服务，我的任务
完成了。”

案件的审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9
名黑人青年中仅4人被宣告无罪，其余
5人中的4人几年里获得了假释，1人从
监狱逃走后杳无音信。不过，毕竟9名
黑人青年都避免了被绞死的命运，黑人
在阿拉巴马州的社会地位也因本案得到
了改善和提高（至少陪审团有了黑人陪
审员，而在此案之前，惯例上黑人是被

排除在外的），这或许就是对雷波维
兹勇气和坚持的奖赏。

信仰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律师界一
种流行的生活方式是：在纽约东区那
些金碧辉煌的非法经营的酒店里消磨
闲暇时光，并且在那里周旋于法
官、黑帮头目和涉嫌杀人的批发商
之间。但是在这里绝对没有雷波维
兹的身影，他的生活方式或许是枯
燥的：按惯例在床上开始研究案
卷、分析控方的方案、制定辩护的
策略。雷波维兹付出所有的时间使
自己的辩护技巧尽善尽美。毫无疑
问，他希望比其他同行更有技巧，但
这技巧绝对不是欺骗和诡辩。

这些技巧也许足以使雷波维兹锦
衣玉食和声名远播，甚至获得更多的
名利，但那样的话，他就远远称不
上伟大了。雷波维兹之所以能够成
为一名伟大的刑辩律师，除了技巧
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对所从事的
工作有一种狂热的信仰。如果为之
辩护违背信仰的话，无论金钱或名
利的诱惑多大，雷波维兹都会断然
拒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彼时全
球最大的犯罪集团头目艾尔·卡彭
因被控偷税漏税罪而求助于他。卡
彭长期向芝加哥的每个官员和华盛

顿的很多官员行贿，他还希望在
审判之前买通某些官员以操控审
判结果。因此，虽然面对 10 万甚
至 20 万美元的出价，雷波维兹仍
然拒绝为其辩护，他对卡彭说：

“你想到法庭上控制政府判案，好
吧，你将会看到政府怎样判这个
案子，而你将被送进监狱了却残
生。”

1950 年，雷波维兹接受《纽约
邮报》著名记者雷纳多·莱昂采访
时所说的一番话，似乎可以作为其
一生信念的总结。当谈到如果还
有一次生命，是否愿意重新来过
时，雷波维兹说：“如果我还有一次
生命的话，我还是要当刑事辩护律
师，最后我的目标还是成为一名法
官……他们（被告人）代表的权利
比他们个人更为重要。所有这些
人都是我们国家的一分子。通过
为他们辩护，我觉得我在维护人权
和人身自由方面，尽到了自己的微
薄之力……”

雷波维兹是一位伟大的刑辩
律师，当他华丽转身成为一名法
官时，丝毫不比其他任何优秀法
官逊色。这或许是因为构成法律
人职业共同体的律师和法官，同
样都仰赖雷波维兹所具有的优秀
品质——专业、勇气和信仰。

——读《失控审判庭》有感

夫物不在广，有生则灵；生不由
贵，有德则尊。斯是酉禽，巨不如鸵
鸟，敏不过鹌鹑，伶不如鹦鹉，猛不敌
隼鹰，而名著于列宿，体荐诸俎樽;被
许之以阳德，惟美之曰翰音;遇恩赦翔
于宣德，垂易象演于中孚。斯禽有幸，
出生早于人群；斯禽有种，竟于日月同
庚。斯禽有灵，舞象即祛“鬼魅”；斯禽
有福，张形可致吉祥。刘安得道，幸成

“仙种”而升天；韩婴作传，赋予“五德”
而流芳。祖逊立志，武功成于鸡鸣；处
宗学语，鸡窗得授玄机。寻其原委，探
其究竟，皆因是禽有德，而凡人莫及
焉！

峨冠锦羽，神采奕奕。圣门节其状
以为冠，朝廷肖其形以为帻。身著华丽，
羽翼五彩缤纷；体态妖娆，拟为凤之原
型。奕奕乎文也！然是禽足下有距，堪
比刀枪剑戟；利爪削金，有如闪电霹雳。
养精蓄锐于栖息之时;发愤示威于呼号

之际。尖喙似锥，虽无齿而锋利；嗔目圆
睁，虽眇小而如炬。脖毛初乍，虽非攻也
鸭怵鹅悷；羽翼既张，虽无趋却鼠窜狗
急。威威乎武哉！

保类安群，昂首挺胸，见加害者即
斗，鹭鹅不敢近其身；拥雏护小，舒翼

奋爪，惟侵略者是攻，鼠狼焉能逞其
志？！斗鸡场上，荣辱攸关，哪怕赤膊
上阵！屋后房前，保家卫室，何惧毛血
纷飞？！豪杰不可并立，命付庖厨也义
无反顾；两雄一争高下，魂赴汤火亦在
所不惜。何其勇也！然是禽也，勇猛过

人而仁心可鉴: 引幼崽之进餐，佯食
啄而留黍饱雏;盼弱小之茁壮，忍饥
渴而以石果腹。美食既备，不独享以
自肥；鸡黍不足，非私藏以自专；喔
喔而呼同类分享，咯咯而邀鸡众共
欢。何其仁矣!

晦暗不明，时有司晨之主；昏晓
难割，幸有报晓之君。守信不失，警
噩噩而醒昏昏；持之不渝，退黑暗而
接光明。金鸡初鸣，妖魔自作鸟兽
散；雄鸡齐唱，鬼怪无计现原形。然
是禽也，诚不亏智，信非寡慧:或貌
痴若木，忽而扬翅而举趾；或丝纹不
动，时亦鼓翼而发声;或应之如神，
不觉尻翘而首下；或乘势而趋，猛然
飞黄而腾达。

呜呼!区区良禽，文武双馨，仁
勇俱备，既智且信。袭其三道，几近
完人；承其六品，神州自靖。张其风
格，美梦可就；扬其精神，中华必兴!

德禽赋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第三巡回法庭庭长 江必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