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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启 思 □ 沈玮玮

律尚简与例尚繁：繁简之法如何取舍

中国古代票据商事规则
岳 力

律例关系向来是讨论明清法制绕不
开的话题，二者分别代表着稳定性和变
通性的法律形式，相辅相成。例自宋代以
来被日渐受到重视，元代的断例进一步
提升了例的地位，经由明代的变迁和发
展，至清代终成律例合编体制，例才正式
取得了与律并驾齐驱的地位。更为重要
的是，清代定期的修例制度，让灵活多变
的例具有了一定的可控性，可以名正言
顺地与律互动，阐明律意，应对时局。如
此，例成就了自唐代以来并无较大改动
的律条，让律无论是在治世还是乱世都
能发挥一定的效用，使律典的传统智慧
得以延续。

律与例的特质及问题

律“尚简”与例“尚繁”的特质在清代
早有论及：“故律尚简，而例不得不繁，势
也。要惟明其根源，自无虞枝叶纵生。”
（《大清律例根源》张沣中序）律尚简和例
尚繁是形势或者时势使然，既有政治形
势/时势，亦有社会形势/时势。不过，稳
定的律是根源和主干，不能任由例这一
枝叶无序生长。清人吴廷琛则进一步道
出了律例之间的分工合作：“律尚简而例
独尚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以征
引。其条分缕析，秩然井然乃能极万物之
情伪一皆有所附丽，而不容毫厘之差，盖
若是其至纤至悉也。”（吴廷琛：《大清律
例增修统纂集成序》）简以统宗是为律，
繁以征引是为例。统宗旨在明确君王旨
意，是原则和元规则。征引旨在方便官员
执行，是具体的规范指引。乾隆皇帝曾在
上谕中明确指出：“律例一书原系提纲挈
领，立为章程，俾刑名衙门有所遵守。至
于情伪无穷，而律条有限，原不能纤悉必
到，全然赅括之势，惟在司刑者体察案
情，随时斟酌，期于无枉无纵。……多设
科条徒尘案牍，即无当于政简刑轻，转滋
窒碍难行之处。不知刑名案件情伪微暖，
变动百出，若事事曲为逆臆，虽日定一
例，岂能遍乎？惟在司刑宪者详察案情，
参酌令典，期于平允协中。”（《钦定（光
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2）在乾隆看来，
律条的适用须遵行“以不变应万变”之
道，唯有充分发挥司刑者个人的主观能
动性，才能达到“平允协中”的效果。如果
完全依赖于例，即便是一日定一例，也难
以满足实际需要，还加重了政务运转之
负担，有碍律典执行。因此，虽然例尚繁，
但仍需有所节制，应当通过用法之人来

“激活”看似过时的律条。
所谓“事事曲为逆臆”，正如乾隆年

间的袁枚所解释的那样：“今之条奏者，

或见律文未备，妄思以意补之，不知古人
用心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疏节
阔目，使人比引之余，时时得其意于言
外。盖人之情伪万殊，而国家之科条有
限。先王知其然也，为张设大法，使后世
贤人君子悉其聪明，引之而议，以为如是
断狱固已足矣。若必预设数万条成例，待
数万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
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余。”（袁枚：

《小仓山房文集·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
书》）袁枚认为，今人见律文未有规定，便
自不量力以例补之，实为不懂律意，并没
有真正遵守祖宗成法。先王之法网疏阔，
是为了发挥后人的聪明智慧，将用法之
权委付于贤人君子。而不是编织严密的
法网，将治理天下的重任交给胥吏。立法
简疏才是明智之举，而故作聪明罗织法
网，反倒是乱了天下，实为不明智之举。
明代刘醇早就有过同样的观点：“为政之
要，用法而不使意过乎法，意过乎法则民
不仇法而仇意。不仇法而仇意，非长民者
之利也。彼私铸私贩亡命之徒，奸民之未
遽为盗者耳，立法以惩奸，使之有所畏而
不敢肆，如是足矣。持之过急，彼知吾意
之所在，蹙蹙然无所容其身，不相率变为
盗贼不止。夫网所以捕鱼，一旦巨鱼触
饵，则奋身决网而去，波涛震沸，渔父不
免有覆舟之患，故善钓者取无尽，善治者
法勿苛。”（《皇朝经世文续编·治体三治
法上》）刘醇以为，善治法者在于精通法
意，不能随意在法之外强加己意，要充分
考量当时立法者的本意。此时更不能操
之过急，妄加猜度，凡事留有余地，一旦
严密法网，只能适得其反，祸及己身。更
何况在袁枚看来，即使已有数万条例，看
似包罗万象，但实际上不仅导致律文本
身权威尽失，而且让本已灵活的例也变
得僵化，会给胥吏乱法制造机会。因此，
袁枚十分反感例：“若夫例者，引彼物以
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无牵合
影射之虞乎？”（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答
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

律例的繁简取舍还是在人

虽然袁枚的观点使我们深刻地认识
到“尚繁”之例的问题所在，但他所给
出的建议是只有谨守律条，方可避免例
的“牵合影射之虞”。然而，律典僵化
的现实依然存在。大体上说，清人对例
的批评主要有三种：第一，清代前期和
中期批评例文繁杂之弊的前提是肯定
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制例，仅仅针对
的是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适用例所出现
的问题，或例本身存在的缺陷而提出来

的。第二，许多批评例文繁杂者，其侧
重点是抨击官吏在例文繁多之时极易曲
法为奸。第三，将律与例置于完全对立
的状态。（杨一凡、刘笃才：《历代例
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511—516页。） 第一种观点显然并不
是真正反对“繁例”，第三种观点是偏
执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第二种观
点。历代统治者为了治世和防奸而不断
严密法网，但法网过密又使贪官污吏得
以曲法为奸，此乃两难之选。不过，例
文繁杂导致官员的曲法，只是例的外部
条件而已，并非内因。明代隆庆年间进
士庄元臣一语道出此中真谛：“善制法
者，如匠人用矩；不善制法者，如陶人
之用型。匠人执方寸之矩，而千仞之
台，百丈之室，无弗能度也。如赢缩在
人不在器也。陶人埏植，大者为大型，
小者为小型，型至备矣，而终不能尽天
下之用者，其大小在器不在人也。圣人
因心以御法，故法立而用不穷；庸主备
法以防奸，故法繁而奸不止。”（庄元
臣：《叔苴子外篇》 卷 1） 庄元臣已经
把法简同圣人对应，将法繁同庸主对
等，以工匠精神来制法，用方寸之规便
可丈量百千，但如果受外物所限，如陶
者造型，终不能满足天下所需。

就此来看，繁简之间取舍的关键在
于用法之人，官员曲法的主要原因在官
而不在法。不过，古代的官员将王法视
为圣旨，大多只能一体遵守，不能也不
敢妄加揣度评判。在缺乏通过自下而上
地表达立法建议，促进法制完善的言论
机制之下，官员只能曲法。虽然曲法的
目的并非枉法，例如常见的“曲法伸
情”就是促进立法完善的渠道，但大多
数官员却只能通过选择性地适用法律，
或投机取巧，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
的；或无可奈何，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
使情理法得到兼容。因此，康熙就有

“用律用例，俱在得人”的语评。（《大
清圣祖实录》卷89）

清人吴铤的《因时论》道出了法律繁
简的真正内涵，以及立法应有的价值标
准：“古之立法，第论其大者，而损益调剂
属于人，而不以著之于律；后世之法，论
其一端，推之千百端而不止，画一明备，
举纤委毫黍而无一不具，可谓繁且重
矣。……且有不可胜诛，黠者巧为之避，
愚者轻为之犯，如是则天下之法，不乱于
避法，而乱于犯法矣。犯法者多，不能不
有所纵舍，多纵舍则诛不必，诛不必则法
驰而民玩，而法之所及者无几矣。……予
谓立法惟依旧律，一以中人为准，情罪俱
重者仍之，情罪俱轻者删之，法轻而情重

者增之，法重而情轻者酌之，如是则法轻
矣；法轻则民宽，民宽则诛必。夫诛必非
独罚罪也，又使必诛者畏惧，未诛者畏
惧，是刑一人而一国之人皆劝也，国奚为
不治？今之议者皆曰：‘法一轻则吏必易
为奸’，夫法繁且重，则天下轩轾，皆可以
求诸法而无不得，吏之为奸，岂必独在法
之轻也哉？”（《皇朝经世文编·礼政二大
典上》）吴铤认为，先王之法抓大放小，全
依赖于人的判断。今人之法繁密，事无巨
细，动辄得咎，致犯法者众，无法维持高
昂的执法费用。如此，还不如从“中人”即
普通人的考虑出发，行轻法，不苛求，达
到治一人而天下治的效果。但不论法轻
或法重，吏奸都可能产生，毕竟“徒法不
足以自行”。古人正是看重人的作用，才
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恶法非法”之
论，即便看似是“恶法”，也可以通过察体
圣意和情理考虑将其消解。

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态度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和黄宗羲对法繁
之弊看得更是透彻。顾炎武在总结了历
代法繁之弊之后认为：“法制禁令，王者
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
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
其民。……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与子产书曰，国将亡，必多制。夫法
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
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
也。……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
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
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
愈多……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
（顾炎武：《日知录·法制》）顾炎武是从实
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后王因有祖制
不可变的政治惯例，对先王之法只能照
单全收，不可能结合当朝实际通盘考量，
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立法以救法，反
倒是便宜了奸猾之徒。

相比之下，黄宗羲则从更深层次上
解释了法繁之弊的本质所在。在他看来，
理想的法制是“藏天下于天下”：“山泽之
利不必尽取，刑赏之权不必旁落，贵不在
朝廷，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
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
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
也。”法不疏，说明国家不露私心，正因为
无见私心，反而使法律深得民心，方能满
足天下人的要求，乱愈不作，此谓“天下
之法”。“后世之法”则“藏天下于筐箧者
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
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

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
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
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
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
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黄宗
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黄宗羲将繁杂的法律比喻为君王
因私心而编织的“筐箧”。皇帝将天下
之利尽收囊中，化为个人私产，引得小
民产生争心。君王为了守护天下之利，
必然会编织更加严密的法网，如此恶
性循环。专制权力结构下的皇帝对任
何人都不信任，于是大权独揽，坚决贯
彻“以人制人，设事防事”的制衡之术，
以事无巨细的态度治国理政，确保君
权对臣民的“制其私，防其欺”。君王通
过以私制私和设事防事，造成了历代
法制最初由简至繁，最终由繁至简的

“乱极立法，法密生乱”的循环怪圈。诚
如袁枚所言：“大抵升平时，纲举而网
疏；及其久也，文俗之吏，争能竟才，毛
举纷如，反乖政体。”（袁枚：《小仓山房
文集·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例若
得不到合理的控制，让文吏“毛举纷
如”，则必将危及政体。

牟宗三在比较二人关于法繁之弊
的观点后认为：“法之繁由于私，私法
之法乃非法之法。把持私天下，故一切
法皆非法，是故总归无法耳。此最高分
水岭，梨洲（黄宗羲）言之最分明，意识
最清楚。两人皆知把持与繁之弊，而梨
洲则能极公私之最高分野，而亭林（顾
炎武）则常只就事务之得失而立言，可
见两人学问路数之不同。梨洲较富理
想，而亭林则较实际。”（牟宗三：《政道
与治道》，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
171—173页。）这一评价较为公允，说
黄宗羲是理想主义者，则是因为在专
制社会是不可能完全消除君王私心
的。

民主立法与文明司法的
当代回应

律典在唐律之后几无变化，相当
稳定。自隋唐以来，简约的律典完全被
视为国祚长久之兆，君王英明之举。律
的象征功能被推到极致，真正发挥作
用的则是十分贴合现实的例。因此，自
宋至清，以例破律、以例代律的现象屡
见不鲜。雍正三年（1725 年）颁布的

《大清律集解附例·凡例》写道：“律后
附例，所以推广律意而尽其类，亦变通
律文而适于宜者也。故律一定而不可
易，例则世轻世重，随时酌中之道焉。”

整个清代，虽然反对例的声音已经足
以引起帝王和社会的重视，但并不足
以抵挡社会对这一变通性法律的需
求。据统计，在现存的清代法律典籍
中，有关例的文献占了70%以上。（杨一
凡、刘笃才：《历代例考》，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522页。）
只要控制得当，例便会弊少而利多。

古人只是提醒了律例之间可能有
的抵牾和后果，完全是从历史主义和
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律例之关系，
这提醒了我们稳定性和变通性法律形
式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且除了控
制变通性法律的数量之外，将问题的
解决之道寄希望于类似圣贤那样的用
法之人身上。不过，人的私心在所难
免，加之古代“立法以救法”的特
点，很难在制度产生机制上有彻底的
解决方案。回到当下，通过民主制度
的设计，自然会实现黄宗羲所期待的

“天下之法”。具体而言，法治社会到
底需要多少法律，以及法律到底需要
多大程度的简约，又需要多大程度的
繁杂，完全是因人因事因时而异的，
并没有一体遵循的标准。不过，繁杂
之法并不值得畏惧，只要完善了对律
法公开讨论的立法渠道，以及健全了
相应的司法机制，应是能够通过法条
之争，推敲和审查已有律法之失，能
够实现稳定性和变通性法律之间的良
性互动，于法治大有裨益。这便是当
下重视民主立法和文明司法的当然意
义，也是我们探讨传统法律文化的历
史意义。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
院）

票据是商事活动繁荣发展的副
产品。繁复的交易活动需要有效的
信用工具来进行支付。从形式上看，
中国清末变法之前几乎不存在有关
票据的商事立法。即使是列入了票
据法的《大清商律草案》，最终也没有
颁行使用。但是，这并不表明在中国
古代毫无票据商事规则。民众在各
类商事活动中自发地确立了一系列
规则。例如票据，虽无形式上的立
法，但其在社会生活中早已被应用，
相关的商事规则也在民间存续，这些
规则主要表现为商事习惯。

汇票性质的汇兑工具

唐代的汇兑工具称为飞钱或便
换。《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以
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
委钱诸道进奏院（藩镇在京师之官
邸）、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
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又便换。”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元和六年
二月制）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
禁断。”

飞钱虽然以纸标价，却不是纸
币。飞钱内写明其金额、发票人、受
款人、付款人、付款地等项，由发票人
交予受款人，同时由发票人另送一券
与付款人。飞钱不在市面流通，必须
到指定地点合券。“合券乃取之”表明
两券是否照合是支付的主要依据，而
不问求兑的人是谁。李埏和林文勋
两位教授都认为，这种合券乃取的方
法把信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认

票不认人”的信用票据树立起了它的权
威，使飞钱在当时有可能成为信用支付
工具。促进基于票据信用而发生的票据
流转，仍是现代票据法的本质价值目标。

宋代取法于唐，沿用飞钱，或谓之便
钱。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特设便
钱务。《文献通考》卷五《钱币》记载，“国
初，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
处州便换。先是，商人先经三司投牒，乃
输左藏库，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开
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
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
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往滞，
违者科罚。自是，毋复停滞。”《宋史·食
货志下二》可以看到相同的记载。

商人向“便钱务”纳付现金，请求发给
兑换券“便钱”，商人持“便钱”到目的地向
地方官府提示付款时，地方官府应当日付
款。这种“便钱”类似现代的“见票即付”
的汇票。严令诸州不得往滞的敕令使便
换业务的信用得到了保证。

清代称此票据为会票，以此为业者，
乃票号、票庄等。五口通商后，政府公文
中开始使用“汇票”，而民间经营汇兑业务
的票号，直到清末仍然沿用“会票”字样。

由康熙汇票观之，清代汇票有记名
式及无记名式。前一种盖戳曰：“某某亲
收”，且载：“人单两认”字样，盖为防止冒
认起见。后一种，乃认票不认人，付款人
得经对执票人付款，不负调查其是否有
实质的权利。汇票又有即期票（即票）、
定期票、注期汇票（迟期汇票）的区别。
彼时汇票已有背书之制，汇票形成规格
基本上具备现代银行商业票据的要求。

本票性质的信用工具

宋代的交子具有存单和本票的性
质。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仁宗天圣
元年）记载：“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
谓之交子，以便交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宋史·食货志》《隆平集》均持此说。
交子同业各铺户（交子铺），连保作

交子，其发票、兑换方式及形式，据《宋朝
事实》卷一五《财用》，大略如次：“始，益

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同
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
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
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
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
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没贯割落
三十文为利。”

交子铺收到人户的现款，则为发票
人，填写金额，铺号押字，作为交子。交
付于客户；客户要取现款，则将交子提

示，每贯取利子三十文。各交子铺就
交子的兑现负连保责任。

宋仁宗天圣元年，因发生争讼的
信用问题，官府废私交子，而收为官
营，官府设益州“交字务”。官交子的
发行及兑现程序，据《宋朝事实》卷一
五《财用》，大略如次：人户请求废交
子时，交子务于官薄（薄历）及交子，
各填写金额，仍写合同字号，加盖铜
印，将交子交于人户。嗣后人户请求
兑现时，将交子与官薄勘合，如字号
符合则兑现，一贯取三十文为规费，
仍回收交子，而将官薄毁抹。交子初
步具有了类似无记名、见票即付的本
票的功能。宋代又有会子及关子，此
亦与交子同其性质。

支票性质的凭证

唐宋代的“贴”或“贴子”，相当于现
代支票性质的凭证。《太平广记·定数》
卷一四六引《唐逸史》有如下故事：隋末
书生，欲携挚太原官库钱，有金甲人持
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贴来，此
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找打铁人尉迟
敬德，向其乞钱五百贯，赐一贴；尉迟不
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
贯，具日月，署名于后。”书生既得贴，却
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金甲人令其
系贴于梁上高处，取钱五百贯。

宋代亦有贴子。《能改斋漫录》卷
十八记载：伍生与少年饮酒，少年取笔
写贴付生曰：“持此贴于梳行郭家，取
十千钱，与汝作业。”生遂持诣郭家取
钱，郭如数与之。

以上两篇虽是故事，但关于
“贴”或“帖子”的记载，应是当时的
写实。如果这样，则唐宋代有此制，
且其内容亦如上文所述。

唐宋专营钱币存放与借贷的机
构称为柜坊。柜坊由邸店衍生出
来，在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 713
年）已出现。柜坊经营的业务是受
人寄付金钱或财物，收取一定的租
金，为中国最早的银行雏形。例如

《能改斋漫录》述及的郭家，可能就
是梳行街的柜坊。寄付人为支付他
人金钱，以柜坊为付款人，发行贴或
帖子，交与他人（受款人）。贴上面
有付款数目，出贴日期，受款人姓
名，出贴人署名。受款人将贴提示
于付款人，而受领款项。付款人还
保留书贴，以待异日核对。

中国古代的商事规则虽代远年
湮，不尽齐备，但仍可以看到明显的
传承性和进步性。飞钱、交子、会票
等信用工具是我国古人用历史的指
纹，印下的一个又一个信字。“合券
乃取”“言不信者，行不果”等习惯相
延之规约，是中华法治文明的宝贵
遗产。商事立法欲适应调整商事关
系的现实需要，应将民众这些自发
的商事习惯吸纳到商事法规中来。
考察和确认本土商事习惯的内容，
是对继受域外法的有益补充，它有
利于充分发挥商事主体的能动性，
倡导诚实守信，增加社会财富，防范
交易风险。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图为唐代交子。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