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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唐律》如见古君子
□ 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孙季萍
《唐律》以“仁”与“礼”为内涵，以构
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人际和谐为目
标，这部传世法典从内容到形式皆融入
传 统 儒家文化的精神品 格。品 读《唐
律》，其仁厚博大、庄重有节的内在品质
和温文尔雅的风貌气度，令人联想到传
统中国的“君子”形象，
《唐律》的广受后
人褒奖，可谓名实相称。

君子者，仁人爱物，贵中尚和
孔 子 曰：
“君 子去 仁，恶 乎成名？”
《诗》云：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君子当
怀天地之心，
仁泽天下；君子当守中和之
美，秉平衡之道。
《唐律》以罪与罚为主体内容，但综
观全篇，未见强权的气势凌人，相反，处
处透出德音仁爱。
《唐律》开篇即以“宽仁
慎刑”明示天下，强调用刑须“存乎博
爱”，施刑之目的在于“以刑止刑，
以杀止
杀”，其“总则”疏议中描绘出的“大道之
化，击壤无违”的闲适画面，表达了《唐
律》制定者心中的憧憬——刑罚不施而
人人向善，四海皆安。
基于此，
《唐律》的罪名删繁就简，
刑
罚“得古今之平”
，其定罪，不以小过而滥
行诛杀，其用刑，在教人以善，非逞强权
之威，
“宥过无大，刑故无小”
“诛故贳误”
等立法理念贯穿通篇。例如，关于死
刑，在 《唐律》 中只有绞、斩两种，相
比较其前的汉魏及之后的明清时期，执
行方法更为文明。死刑判决的程序在
《唐律》 中有严格规范，层层复核后，
御笔朱批，才能生效，而在死刑执行之
日，君主 须 “ 撤乐减膳 ”，以表 达 不
忍。再如，《唐律》 对过失犯罪多予减
刑，过失杀伤可以纳铜赎罪；对待自首
头行为，《唐律》更是宽大为怀，体现了
其刑罚“本于教化”的善良愿望，
“ 自首
者，原其罪”
，除特别犯罪外，自首皆可免
刑——既已知错，何必用刑，所谓“过而
能改，善莫大焉”
。
极具宽仁性的条款在《唐律》中还有
很多，如二罪以上俱发，以重罪吸收轻
罪，轻罪不论；犯罪人家无成丁而有双亲
需要奉养，死罪可暂缓行刑，存留养亲，
等等。不仅如此，
“有利于被告人”的原
则在若干罪与罚的规定中体现出来，例
如，犯罪时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达刑
事免责条件），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
事
发时长大依幼小论。赦前断罪不当者，
若处轻为重，宜改从轻，而处重为轻者，
则从轻法毋须改判。
仁德者，王朝立国之基。惩恶而无
暴戾之气，罚过而心向仁善，以“中”为
度，和洽圆融，
《唐律》条文体现出的“中
和”之美，堪为后世典范。

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是美国司法
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大法官之一。他
于 1870 年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
太人家庭，父亲曾经是一名法官，
后因
卷入政治斗争及自身的职业污点，为
免于被弹劾而辞职。或许是因为受此
影响，卡多佐的一生都极其注重自己
的操行和名誉。他终生未婚，一直和
他未婚的姐姐一起生活，被称为“隐士
哲学家”。他悄无声息地推动美国普
通法革命，提出了很多影响英美和其
他国家的法律原则。1938 年卡多佐
去世。
《司法过程的性质》是卡多佐最
负盛名的著作，原为发表于耶鲁大学
的演讲，篇幅不长，但却提出了法官如
何裁判这样一个极具现实性的深刻命
题。这部著作是“一个日复一日保持
着司法过程生机勃勃的活跃代理人
（法官）”
，在发现司法过程的性质的兴
趣驱使下对自身司法活动的审视和探
索。

法官的角色
作为一名法官，如何描述自己沿
袭了成千上万次的司法决定的过程是
一个看似可以信手拈来但实际并不容
易的问题，原因不仅仅是法官很少会
自觉地审视自己的司法行为。更重要
的是，人们 （包括司法机构） 将司法
过程视为一种超越了那些令人不安
和令人偏斜的力量约束的一种纯粹
理性的过程，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
上是对司法过程的一种神圣化。这
些既成为行外人认识真实的司法过
程的障碍，也增加了法官描述裁判过
程的困难。
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扮演了
怎样的角色？法学家们提出了林林总
总的观点。一种是典型的概念法学观
点，孟德斯鸠认为，“一个民族的法
官，只不过是宣布法律之与此的喉
舌，是无生命的人，他们既不能变动

君子者，崇礼居敬，守节如松
君子当以礼存心，
以礼立世，
克己复
礼，是以成仁。
《论语》：
“不知礼，无以立
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礼”是人与自
然、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的伦
理规范，礼的核心精神在乎“敬”——敬
天地，敬祖先，敬君师。荀子说：
“礼有三
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
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
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
也。”
“一准乎礼”的《唐律》即循此三本，
以礼敬“天地君亲师”
为意旨。
天地者，万物之本。
《唐律》总则开篇
谓：
“三才肇始，万象斯分”——三才者，
天、地、人也，
三者合一，
密不可分：
“天始
万物，地生万物，
人成万物”，
敬畏天地即
是敬畏生命本身。
《唐律》正文与疏议多
处表达其“敬天法祖”
的理念。其首篇疏
议云：
“ 天垂象，圣人则之”；其律文“死
刑”条款中，以阴阳之理解释死刑的合理
性和必要性：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
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
“古
先哲王，则天垂法，
辅政助化，
禁暴防奸，
本欲生之，义期止杀。”——上天有好生
之德，圣王法天而行仁义教化，
但正如四
季阴阳相须轮替，刑杀之法亦不可或缺，
刑罚与德教互为依赖，德主刑辅，如此，
天道阴阳之理通也。
君亲师者，生民之本，
为治之本。
“上
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所
以，王朝立国，君子立世，必倡忠君、孝
亲、尊师之道，所谓忠、孝、仁、义是也。
《唐律》条文共 502 条，诸多罪名中，前置
于总则篇的“十恶”之罪无疑是“重中之
重”，解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
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
乱——可以发现，十恶条款的立法目的，
正在于宣示礼敬“天地君亲师”
的立法要
旨，宣示传统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
十项
罪名所违背的正是“忠、孝、仁、义”的基
本人伦。
一直以来，人们误以“重罚”为“十
恶”的特征，实际上，从律文具体规定来
看，
“十恶”罪的处罚并非都很严厉，
有的
罪名甚至只有徒刑加身，且以“告乃论”
为前提。而之所以将这些罪名从诸罪中
剥离出来置于卷首，无疑是为了晓谕天
下：忠、孝、仁、义为人文之本，亲缘关系
中，孝悌为先，社会关系中，
忠义为上，
弃
仁绝义、不忠不孝之徒，当为人所共弃。
该条疏议解释其立法理由：
五刑之中，
十
恶尤切，亏损名教，
毁裂冠冕，
特标篇首，
以为明诫。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
“天地君亲师

图为珍藏于中国法院博物馆的《唐律疏议》。

五字，
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
五字
深入人心，
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
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 ，自可想
象。
”
钱穆先生又将“礼”
视作传统中国的
核心思想，而传统“礼”文化是一个浩大
丰富的系统，实在远非表相化的仪节程
式所能概括，
从内涵上说，
传统之礼首先
包含了忠、孝、仁、义的伦理规范，
包含了
一个人对天地君亲师发自内心的敬，而
《唐律》的立法取向正符合传统中国“礼”
之真意。

君子者，
养天地之正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气”是一个重
要概念，是维系自然、社会、天道的基本
元素，
于社会、家国、身心而言，
得天地之
气，即得生命之源，君主治国理政，君子
养身修心，莫不以培固“元气”
“正气”为
本。所谓为政之要，辨风正俗，立身之
本，
浩然正气也。
《唐律》条文中崇善抑恶、护养正气
之意有充分表达。
《唐律》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
鼓励见义勇为，
规定在一些特定情境下，
当他人财产或人身遭遇困境、险境时，
见
知者要施以援手，否则，构成法律责任。
例如，当官府追捕罪人，力有不及时，随
告道路行人，
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
杖
八十；邻人遭劫，受告知而不救助者，杖
一百，力不能救助者，速告随近官司，不
告者，
亦以不救助论；
当地方发生水火灾
害时，知情人须及时通知官府，不告、不
救者，
减失火罪二等处罚，
趁火打劫盗取
财物的，
最高可至绞刑。见危必救入律，

资料图片

表达了立法者对儒家“出入相友，
守望相
助”理念的认同及对社会良风美俗的期
待，
尤其在传统社会，
政府治理难及于乡
村基层，个体对抗灾害与侵犯的能力有
限，
群居与协作愈显必要，
唐代的“邻保”
制度即应此需要而建立。以立法呵护人
们之间的协作和灾害互救，强化社会成
员间的连带关系，对于社会个体利益的
保护，
对和谐、稳定社会关系的维系大有
助益，
而尤需注意的是，
这一立法并非无
限度增加个体社会义务，其中的“救助”
多以“力能助之”为前提，这与西方现代
相关立法中的“能救助，
无危险”
接近。
《唐律》一方面鼓励、呵护人们之间
相互协作，另一方面又严格防范社会成
员间的互害、互耗。例如，
《唐律》对于诬
告和匿名书信告人实行严厉的惩罚：诬
告者，反坐；匿名书信告人者，流二千
里。诬告，即捏造事实，陷人于罪，匿名
告人，
与诬告多有牵涉，
两种行为惑乱视
听，扰乱社会安宁和司法秩序，
“最为人
心风俗之害”
，加重用刑，
才可以“塞诬告
之源”
“绝欺诡之路”
，这在中国古代立法
中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君子坦荡荡，一
个社会若宽容诬告之举，
助长密告之风，
不惟君子难求，人与人之间也将相互猜
忌，
人人自危。
“亲属相告”
在《唐律》中也
被严格禁止：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
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
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在所有社会关系
中，最核心者莫过于亲属，父子之亲、夫
妇之爱，天性也，敦睦亲情伦理，为法律
题中应有之意，
而主张家人相互告发，
家
人之间的信任被瓦解，
社会信任体系、道
德体系也必将大受冲击，
长此以往，
人性

扭曲，
人心堪忧。
培护社会正气，
须提倡诚信理念，
《唐律》为“不诚信”
行为开辟专篇——
《诈伪》，共计 27 条，详列各种欺诈行
为及其刑事法律后果；
《唐律》的《杂
律》篇又以刑罚惩罚民事行为中的违
约、欺诈行为：
债务人不按照约定期限
清偿债务者；
市场上商贩勾结串通，
卖
货以次充好，
买货认良为次，
或垄断物
价，
谋取暴利，
或在买卖时在一旁诱人
受骗上当者；
私作度量衡器不合标准，
而在市场使用者；制造器用之物及绢
布之属，
有行滥、短狭而卖者。以上行
为都需承担笞杖刑事责任——罚虽不
重，而“以刑戒之”本身即可看到《唐
律》对诚信原则的坚守。
东汉思想家王符曾说：
“ 正气所
加，
非唯于人，
百谷草木，
禽兽鱼鳖，
皆
口养其气……以淳粹之气，生敦庞之
民，明德义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后化
可美而功可成也。”北宋诗人苏辙说：
为政“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
中人以
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
上，皆自弃而为恶”。风俗败坏、人心
颓丧，
对社会的破坏力巨大，
立国者不
可不慎，于此而言，唐代立法可资借
鉴。

君子者，
博学而言简
君子“博学于文”，君子“言简而
实”
。博学可明事理，
言简可避虚妄。
《唐律》的立法参与者多硕学通
儒，
博览古今，
因而，
今读《唐律》，在律
文内容之外，还可从中领略传统文化
的博大丰富，见识立法者经史文辞的
造诣，
感受《唐律》的文体和语言之美。
《唐律》全文由正文、注释、疏议三
个部分组成，
其中，
疏议部分占律文全
部文字量的百分之八十。疏议，完成
于永徽年间，
与《永徽律》合为一体，
颁
行天下，
这便是当时的《永徽律疏》，今
天的《唐律疏议》
（简称《唐律》
）。疏议
的作用在于阐明律义，
补充律文内容，
为律文的适用提供依据，它的完成极
大丰富和拓展了《唐律》的内容，阅读
“疏议”
，可以从中领略传统中国的“法
理学”，同时，更能感受到丰富的经史
文化。如《唐律》第二条“杖刑”，疏议
援引了《家语》
《国语》
《尚书》等经典，
并溯及上古，推究这一刑罚的渊源和
依据。该条疏议首先设问：
据《说文解
字》，杖字含义为“持”
，即手持之木棍，
而现在却用它作刑具击打犯人，这是
可以的吗？疏议回答，
《家语》云：
“舜
之事父，
小杖则受，
大杖则走。”
《国语》
云：
“薄刑用鞭扑。
”
《尚书》云：
“鞭作官

普通法法官如何断案
——读卡多佐大法官的《司法过程的性质》
□ 睢晓鹏
法律的效力也不能修正其严格性”。另
一种是完全的自由法学观点，法国法学
家萨莱勒斯主张：“一个人在结果一开
始时就有了意志，然后他发现了原则；
这就是所有司法解释的起源。一旦这种
解释被接受了，它就无疑会使自己表现
在总体的法律学说之中，但其表现的形
式却是相反的。这些因素都被颠倒过来
的。似乎这个原则才是起始原因，人们
是从此得出结果，却发现这个结果是演
绎得来的。
”
卡多佐不赞同上述两种观点，认为
正确的道路在上述两极之间。法官的角
色，是由他所面对的案件决定的。法官
要面对不同类型的案件：
第一类案件，
法
律和法律适用都简单明了。这类案件数
量最大，同时亦最简单。在此类案件中，
法官的工作是搜索和比较，也就是将自
己手上案子的色彩与样品案件（先例）的
色彩进行比较，色彩最接近的样品案件
提供了可以适用的规则（
“复印机”
）。第
二类案件，法律规则并无缺失，
但既定的
案件事实究应适用此规则还是彼规则存
在争议（法律解释者）。第三类案件，没
有确定的规则，通常既可以找出言之有
据或具有相当说服力的理由来支持这样
的观点，也可以同样找出另外一些相当
的理由来支持另一种观点，这些案件具
有推进或延滞法理发展的性质。在这
里，起作用的是对各种因素的衡量，
而法
官必须进行漏洞补充（立法者）。因此，
法官不仅仅是法律的“复印机”，也是解

释法律者和偶尔的立法者。

思考的方法
无论是法律的“复印机”，抑或偶尔
的立法者，
司法决定的过程，
都不是完全
自由的，
必须附
“合理的理由”，
以使判决
具有理解可能性和批评可能性，
而这些，
非借力于特定的思考方法不可。卡多佐
认为，
法官使用下面四种方法：
哲学（逻辑）的方法。法官在处理案
件中应遵循逻辑的法则。普通法是由零
散杂乱的先例逐渐构成的，其内在地需
要将先例中归纳的原则统一化和理性
化，并将之延伸到新的案件中。如果两
个案件都一样，人们普遍的法律感情要
求得出同样的结果，
这就是逻辑的力量，
这也是普通法所以将遵循先例列为原则
而非例外的原因。因此，除非有某些足
够的理由，案件的处理结果必须符合逻
辑。事实上，普通法的成长过程就是由
归纳得出的一些真理构成前提，通过演
绎发展出新的后果；而这些新的暂时性
和探索性的后果通过不断重复获得永久
性和确定性，
成为新的演绎的起点，
如此
反复。
历史的方法。历史对于法律概念的
形成至关重要，一些法律概念之所以有
现在的形式完全是历史的产物。霍姆斯
曾经断言：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合同法，
我们就会发现它充满了历史。所作的债
务合同、专约合同以及口头合同的区分
不过是历史的产物。法律不考虑任何讨

价还价的因素而将某些支付货币的责任
强定为准合同，这只是历史的产物。对
价原则也只是历史的产物。合同法中赋
予印玺的效力也还是只能由历史来解
释。
”
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能不脱离其起
源。
传统的方法。虽然每一个法律概念
都有它的一段历史，但有些概念更大程
度上是受到理性或比较法学的影响而形
成和变化的。因此，不排除在某些情况
下，适用历史的方法和适用哲学方法的
区别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方法
（习惯）就成为法官另一个思考的工具。
与习惯在历史上对普通法创制规则的作
用略有不同，现在习惯更多的成为一种
检验的标准，即习性自然且自发的演化
确定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因此，确定
某项决定，可以社区或社会的习惯作为
判断的标准之一。
社会学的方法。法律的终极目的是
社会福利，
任何不符合正义、
道德和社会
福利、当时的社会风气的规则不可能永
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逻辑、历
史和习惯在法律中各有其自己的地位，
但法律所服务的目的将支配所有这些方
法。当遇到各种方法都可以得出言之成
理的结果时，法官的职责就是衡量各种
利益以确定最符合社会福利的方向。作
为一名实用主义者，卡多佐强调了对法
律后果的评估，但这种评估不仅限于个
案结论的评估，还包括系统性后果的评
估。

判决的形成
如果认为法官针对不同的案件，
仅仅通过上述思考方法即可得出结
论，那么仍没有理解司法过程的复杂
性。在本书的结尾，
卡多佐指出，
法官
也是人，法官断案的过程也受到个人
性因素的影响，他将之称为下意识因
素的力量。这些因素包括喜爱和厌
恶、
偏好和偏见、
本能、
情感、
习惯和信
念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具体的人，
“那些吞没了其他人的伟大潮流和洪
流并不会在它们的进程中偏离方向，
有意绕开法官”。社会之所以把裁判
的职责交给法官而非其他群体，并非
由于法官具有超出常人的理性，而是
因为社会必须将该职责托付给某个群
体 ，社 会 体 制 的 发 展 将 之 授 权 于 法
官。因此，这些会影响一切人的行为
的下意识因素，
也必然会影响法官，
从
而影响裁判结果。
卡多佐虽然并未就这些下意识因
素进行详细的展开论述，但他指出了
这些下意识因素的存在，揭示了司法
决定的过程是一种模糊而非精确的过
程，法官“必须将他所拥有的成分，他
的哲学、他的逻辑、他的类比、他的历
史、
他的习惯、
他的权利感以及所有其
他成分加以平衡，
在这里加一点，
在那
里减一点，他必须尽可能明智地决定
哪些因素将其决定性作用”，
而这些只
能求助于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多年

刑。”引出以上三段经典，疏议意在说
明，
古之治国、治官、治家，
都离不开杖
具以警愆过，
甚至圣人的成长，
都不免
训杖，追溯历史，早在蚩尤时期，五虐
之刑已用鞭扑。所以，
今之杖刑，
由来
有自，它是治国者训导教化臣民必须
的手段，
不可不设。一条“杖刑”
条款，
从辞意、历史、人文多个角度给出立法
理由，
梳理其演变脉络，
其论证和解释
有理有据 ，可谓“引据大义 ，正之 经
典”
，
读来令人叹服。
充分透彻的说理，没有使《唐律》
陷入语言的繁复琐杂，相反，捧读《唐
律》，其文字的庄重、典雅、严谨、简约，
令人称道不已，
绝无赘语浮言。以《唐
律》
“夜无故入人家”罪为例。律文正
文如下：
“ 诸夜无故入人家，笞四十。
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
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阅读这一律
文，易对其中的若干措辞产生疑问。
疏议逐一解释：
何为“夜”？议曰：
依刻
漏法：
昼漏尽为夜，
夜漏尽为昼。何为
“家”？议曰：家者，谓当家宅院之内。
何为“登时”
？议曰：
登於入时，
被主人
格杀之者，勿论。何谓“知非侵犯”？
议曰：谓知其迷误，或因醉乱，及老、
小、疾患，
并及妇人，
不能侵犯，
而杀伤
者。简明的文字，
精确的注疏，
短短的
几行文字，
已把律意表达得清清楚楚，
可谓一字见义。
子曰：
“ 质 胜 文 则 野 ，文 胜 质 则
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文质彬彬，
正可以用来形容《唐律》的文与质的恰
到好处。元人柳赟夸奖《唐律》：
“揆道
得其中，
乘之则过，
除之即不及。”
清人
薛允升亦称赞《唐律》：
“繁简得中，宽
严亦俱得平，
无可再有增减者矣。”
《唐
律》的内外兼备恰如内外兼修的古君
子，品格、风貌几近完美，
堪称中华传统
文化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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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实践以及内心中不时出现的
情理辅助（关于下意识因素对裁判
结果的影响，法社会心理学已取得
颇丰硕的研究成果，
如理查德·波斯
纳的《法官如何思考》、劳伦斯·鲍姆
的《法官的裁判之道》等，这些研究
成果佐证了卡多佐的断言）。
因此，普通法法官断案的过程
可以作一个这样的大致勾勒：法官
总是从宪法、
制定法和先例出发，
如
果宪法和制定法有明确的规定，那
么法官的工作就是搜索和比较，法
官的职责就是服从宪法和制定法的
规定，将之适用于手中的案件；同
样，当存在与手上的案件类似的先
例，
法官亦应遵守，
除非坚持先例与
公平正义相悖。若由于对规则的理
解不同，
从而产生多种观点时，
法官
应当运用哲学、
传统、
习惯以及社会
学的方法，从而确定法律发展的方
向，选择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解决方
案。当规则出现空白，法官就应自
立于立法者的角色，
“从一些经过考
验并受到尊重的原则中汲取他的启
示。他不应该屈从于容易激动的情
感，屈从于含混不清且未加规制的
仁爱之心。他应当运用一种以传统
为知识根据的裁量、
以类比为方法，
受到制度的纪律约束，
并服从
‘社会
生活中对秩序的基本需要’”，从而
创制新的规则并将这些规则适用于
手中的案件。
（作者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