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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监狱管理与悯囚制度
文 化 启 思 □ 刘永加

“谋道不谋食”新解
□ 赵进华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
句话：“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
身。”推寻孔子的原意，夫子是要示
人以君子当谋之道、学当得禄之
理，所以诱掖人于学。以历史的观
点来看，孔子此言既出，激励了无
数中国人不惧艰苦的生活环境，抵
御各种物质诱惑，始终意志坚定，
修身向善。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
度来看，这句话还可以有另外一番
解释。这要从“君子”一词的涵义
说起。

“君子”在今天指德行高尚的
人，不过这是后来才有的涵义。在西
周、春秋时代，“君子”是对奴隶主
贵族的通称。若按胡适的说法，“君
子”指士以上的上等社会。所谓“乘
车者皆君子”，即为当时社会的写
照。就此而言，“君子”一词几乎不含
道德判断的色彩，更不必然是褒义词，
而只是一种社会身份。《国风·伐檀》
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诗句反
映的便是下层民众对“君子”阶层的
嘲讽和怨怼。到了孔子这里，“君
子”一词被赋予更多的道德内涵，然
而“君子”指代社会阶层的原义并未
完全丧失。如孔子说：“君子而不仁
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
子未必仁，此处之“君子”分明指的
是一个阶层。具体到“君子谋道不谋
食，忧道不忧身”一句，历史学家赵
纪彬认为，此句中的“君子”是指在
位的世袭贵族。

周代由于实行彻底而严格的封
建制，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
形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有
一点好处，那就是社会分工明确。
孟子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

人。”此句中“劳心者”和“君子”大
体是同义词。摒除阶级压迫的视角，
这一说法反映出的其实便是当时最基
本的社会分工。简而言之，便是君子
谋道，小人谋食，谋道者劳心，谋食
者劳力。君子与小人，代表了两种不
同的社会身份，对应着两种迥异的职
业。在这样一种秩序格局中，一方
面，君子们由于属于贵族阶层，受平
民和奴隶的供养，不必躬亲劳作，亦
无衣食之忧。另一方面，依据礼法传
统，君子属于统治阶层，掌握公共权
力和公共资源，因而所谋者大，家国
治理为其使命所在，衣食之谋自然在
其次了。《左传》所载“曹刿论战”一
节，齐国攻伐鲁国，鲁国形势危殆，
曹刿自告奋勇请见鲁君欲为之划策，
其乡人劝阻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
焉？”乡人口中的“肉食者”无疑就是
君子阶层的通俗说法 （既为“肉食
者”，则其无须谋食自不待言）。这样
看来，在当时，“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的观念应该还未产生。相反，社
会普遍的观念似乎认为，社会治理、
国家兴亡的责任专属于君子阶层 （肉
食者），平民无与焉，归根结底这是由
当时社会分工的现实所决定的。

明了了“君子”的真实所指，“谋
道不谋食”一句就可以作如下解释：
君子身为上流社会人物，既居崇高之

社会地位，复享优渥之经济待遇，当
专心致力于家国治理之大计，不当再
为衣食之事所扰。很明显，这是从理
念或伦理上来讲的。

若再仔细推敲，“谋道不谋食”一
句的涵义似乎尚不止此。李泽厚在诠
释 《论语》 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
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一句
时，特意指出，“此似可作社会性公德
及制度方向解，固不同于一己修养之
宗教性私德”。同理，我们也可以从

“谋道不谋食”一句中发掘出其制度性
指向。我们的先民很早就认识到“谋

道”与“谋食”两种社会职业之间的
利益冲突，谋道与谋食，一者为公，
一者为私，其取向相反。现实生活
中，谋食者多不能专心谋道，谋食愈
多，谋道愈损，二者不可兼得。所以
不仅明确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的
口号，而且通过设范立制，希图从根
本上解决君子守道的问题。

就此而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忧
道不忧身”亦不妨看作是当时的礼法
规范。古老的礼法规范不仅为各阶层
的人指明了各自的“分内之事”，而且
圈定了各阶层人的职业守则和禁忌。

君子谋道是对君子阶层社会分工的
制度性设定，家国治理是礼法社会
赋予君子阶层的专责。君子如果不
谋道而去谋食，或者既谋道又谋
食，这不仅有碍其公共使命的完
成，而且更有损其身份的纯洁性。
因为这会使得君子混同于小人，从
而危及传统的社会分工和礼法秩
序。于是，在周代社会，谋食便成
为君子的职业禁忌，为当时的礼法
规范所不容许。由此或许可以推
定，我国早在 2500 多年前就已经产
生了针对公务人员廉洁从政的制度
性规范。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
远，文献不足征，君子谋食之禁的
具体制度设计在今天已不得其详，
然而其理性的立场和高远的意境不
能不引发今人无尽的联想。

综上，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
忧道不忧身”的言论固然可以理解为
仁人志士的怀抱抒发，同时也是对
周朝公务伦理和廉政制度的一种忠
实描述，是我国传统法治文化中的
优秀因子。当代中国早已挣脱了礼
法社会的身份束缚，从而铲除了君
子、小人以出身定分工的社会基
础。然而，公、私之间的鸿沟并未
消失，有时政府公务行为之廉洁性
也会因个别人的私心私利之影响而
蒙上阴影。就此而言，古人重视制

度建设，防范和治理腐败的法治
精神及致思路径无疑可供今人学
习和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曾谆谆
告诫青年人：“当官就不要想发
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总书
记的指示精神与“君子谋道不谋
食”的传统高度契合。尤其令人
欣慰的是，“君子谋道不谋食”的
中华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
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包括党纪
和国法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同时对
公务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提出了严
格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明确禁
止党员领导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
动。公务员法也明确规定，公务员
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
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
职务”。在大历史的视角下，君子
谋食之禁的古制获得了延续和发
展。

抚今追昔，我们分明可以感
受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由此我
们衷心地期待，包括党员领导干
部和公务员在内的这些新时代的

“君子”，能够继承优秀传统，谨
守谋食之禁，一心为公，不以私
害公，真正做到“谋道不谋食，
忧道不忧身”，以廉洁和无私书写
新时代的瑰玮篇章！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
院）

监狱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历代统
治阶级都很重视其建设和管理。宋代也
不例外，其监狱制度是在前代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并且已经趋于完备与强
化。如何保证监狱的正常有序运转，以
及犯人的安全稳定，是宋朝统治者和司
法机构的重要任务。在监狱设置与管理
以及悯囚制度等方面，宋代都形成了一
套比较完备的制度和成熟的经验。

一、宋代监狱体系完备
规模庞大

那时，监狱既是刑事被告人、未
执行犯人和佐证之人的看守所，又是
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的收容所；既是
已决犯的羁押地，又是死刑犯的候刑
场所；既是协助审判的司法机关，又
是催索逋欠的行政工具。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因此宋政府设置了自上而下
完备的监狱体系。

（一） 中央监狱，是指设在京师而
隶属于中央官署的监狱。主要有御史台
狱、大理寺狱和开封府狱。“御史台
狱”是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的下辖机
构，主要关押犯罪的官吏。宋太祖时，
为防大理寺用法之失，将中央监狱移至
御史台，时称“台狱”。御史台狱专门
处理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大理寺
狱”——宋初太祖改唐旧制，不设大理
寺狱，宋神宗继位后，恢复大理寺狱，
负责羁押“在京三司，诸寺监官吏犯徒
以上重罪者”。由此，形成大理寺狱与
御 史 台 狱 并 存 的 局 面 。“ 开 封 府
狱”——宋在首都开封设置监狱，兼具
中央监狱和地方监狱双重职能。还有四
排岸司狱和同文馆狱，属于行政官署的
监狱；殿前司狱及马步军司狱就是军事
机关的监狱。

这些直属中央的监狱规模比较大，
据 《长编》 卷三四九记载，元丰元年
（1078 年），当时大理寺和开封府囚禁
犯人达千人以上。关于三司监狱的规
模，真宗咸平元年 （998 年），一次释
放所禁之囚达3000人左右。

（二） 地方监狱，是指宋在州县两
级设立的监狱。宋朝地方行政机构有
路、府 （州、军、监）、县，路是指中
央政府的派出机构，非一级政府，一般
不设监狱。但是，各路设立提点刑狱使
司 （又称宪司），掌一路下辖州县的刑
狱之事。宋在诸州设司理院狱和马步军
院狱，司理院狱是民狱，马步军院狱是
军狱。县狱仍行旧制，无军事监狱和非
军事监狱之分。

各州监狱的规模也相差很大，每州
一般设两处监狱，即州院狱和司理院
狱。一些重要的州，司理院又分为左右

或东西两院，共有三狱。有的僻远小
州，因为案件不多，便只设一狱，有的
即使设了三狱，最后也要合并。关于县
级监狱的规模，南宋雷孝友 《新昌狱
记》载，刚修葺完毕的新昌县狱，“凡
为室六，储廪湢浴以至治狱之具，皆料
理中律”。显然新昌县的监狱，只有六
室，规模要小得多。

二、宋代监狱与囚犯的
管理制度较为完善

监狱管理，尤其是囚犯管理制度，
宋代在沿用前代规定的基础上，又有所
发展，进一步建立健全囚犯管理制度，
以保障羁押的安全，防止犯人逃亡、死
囚及舞弊现象发生。

（一） 门卫及内部安全管理制度严
密

宋代监狱的门卫制度很严。凡收押
犯人，由负责者填写案状，犯人入狱
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金刀若酒及
纸笔、钱物、瓷器、杵棒之属，一律不
得入。《宋会要·职官》卷九五载：对
向犯人提供违禁器物的人，视后果予以
处罚；没有产生不良后果，也要杖一
百；犯人因此得以逃亡，自伤或伤他人
者，徒一年；犯人因此自杀，杀他人
者，徒二年；如果犯人罪在流以上，只
要逃脱，虽无杀伤他人的情况，也要处
以二年徒刑。还规定监狱管理人员不得
擅自搜抄犯人随身携带的合法物品，违
者，“杖八十，因而盗取，以自盗论”。

另外，对监狱看守也有较强的纪律
约束，以保证监狱的安全。狱中每间牢
房有专人负责，收禁犯人，须逐牢差定
狱子，说明交予人数，不是狱中防守
人，不得入狱中。每天晚上，由两三狱
卒轮流值班，对该值班而不坚守岗位
者，依法杖八十。为了督促狱吏坚持岗
位，狱官不定时查岗，索牌点视，使当
值狱吏尽心尽责。

在严加看守的同时，宋代更加注意
用惩罚来防范狱吏失职，对越狱、劫狱
和盗囚的制裁尤其严厉。犯人如果在狱
中出现意外，狱吏也要受到惩处。《庆
历条法事类》卷七十五《刑狱杂事》规
定：“诸囚在禁故自伤残者，吏人、狱
子、防守人各杖八十；因而致死，各加
二等。”

由于监狱所禁主要是未决犯，所以
宋代严防走漏狱情和串供。不准狱中犯
人与狱外人接触。亲友送来衣服食品，
必须由看门人交给里面的狱卒，再由狱
卒转给犯人。在押往受审地点的途中，
犯人不得与外人言语，亦不得于店肆暂
住。为了减少泄露狱情的可能性，宋代
还就狱卒的使用作了一些回避规定。

对越狱行为，《刑统》卷二八《被
囚禁拒捍官司而走》 规定：“诸被囚
禁，拒捍官司而走者，流二千里，伤人
者加役流，杀人者斩，从者绞。”“私窃
逃亡，以徒亡论”，即依流徒在服刑期
间逃亡论罪，按日计刑。“一日笞四
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
等”。对劫狱制裁更严，《刑统》卷一七

《劫囚》规定，“诸劫囚者，流三千里，
伤人及劫死囚者绞，杀人者皆斩”。

（二）狱具使用制度日趋规范
宋代正规狱具主要有枷、杻、钳、

锁和盘枷。《历代刑法考·刑具考》卷
一载：枷是一种束颈狱具，分二十五
斤、二十斤、十五斤三种；长五尺至六
尺，颊长二尺五寸至二尺六寸，阔一尺
四至一尺六寸，径三至四寸。锁是一种
脚镣，长八尺至一丈二尺。钳也是一种
束颈狱具，重八两至一斤，长一尺至一
尺五寸，其作用与枷相似。宋代，盘枷
的使用广泛。“县送徒至州，州送囚于
他所，催理官物，督责赋税，锢身千里
之外，荷校连月之间”，都要使用盘枷。

关于狱具的使用，也有一些技术性
规定。上狱具之前，囚犯须经狱医检
查，有无伤病残疾情况，如果是女犯，
还要检查是否怀孕，再决定是否戴上狱
具。重囚封枷，用三指宽的熟铁片和厚
生牛皮各两道；轻囚只用铁片两道，再
用软麻绳把枷身缠紧。戴长枷的重囚，
夜间枷上，还得用长索串连，并在索上
系响铃。犯人所戴的枷上，用真书大字
写上犯人姓名，并且三五日一换标签，
使字迹清楚可辨。对不同犯人，使用不
同狱具。同时，宋代仿效前朝，对一些
特殊犯人在狱具的使用上实行减等或散
禁。犯人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者，以
及废疾、孕妇和侏儒之类，实行散
禁——即不戴狱具关押。

对违犯狱具法规的行为，《刑统》
卷二九《应囚禁枷锁杻》还规定了制裁
标准：“应枷、锁、杻而不枷、锁、杻
及脱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
一等。”而应枷而锁，应锁而枷者，杖
罪笞二十，徒罪笞三十，流罪笞四十，
死罪笞五十。对依法不应用狱具而随意
施用狱具者，杖六十。

（三）拘押和分类监禁制度完备
拘押制度，是指犯人应具备什么条

件和履行哪些手续，监狱方面才能收押
的制度。宋代规定，凡是将被收押的囚
犯，须先有狱官写明犯罪事由，办理登
记手续，然后由狱医检查有无疮、病、
残疾，妇女是否怀孕，并且严格检查犯
人随身携带物品，不符合规定的物品严
禁入内。最后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分类
收押。

我国早期监狱，多是无限制的混羁

杂居，这是狱制混乱落后的重要表现之
一。《新唐书》 卷四八 《百官三》 载：
唐朝初步实行“囚徒贵贱，男女异
狱”。宋代不仅沿袭唐制，而且实行

“轻重异处”。宋《狱官令》规定：“妇
人在禁，皆于男夫别所，仍以尽可能杂
色妇女伴守”；“重囚有病，须别牢选医
医治”。可见，宋代监狱不但男女犯人
分开关押，而且有病者也另行关押。
另外，对民事诉讼案件，因为担心串
供，也要分开关押。

三、法内施恩的悯囚制度

悯囚制度是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组
成部分，到了宋代得到完善，体现了统
治者“布德恤刑”的思想。不过，宋代
更重视从保障囚犯的基本生活的立法方
面来体现其悯囚愿望。

（一）衣食供给制度
对于囚犯的衣食，宋代有一些细节

规定，如凡有家属者，由家属负责供给
衣粮。无家属或贫困不堪者，官府供给
衣粮，每日每人二升（相当于当时社会
标准口粮）。当然，要求自备衣粮，一
方面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另一
方面是为了防止某些穷人以狱中衣粮为
生计。

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苏
轼在狱中的情况：“苏子瞻元年间赴诏
狱，与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
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鱼，使伺
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
谋于陈留，委其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
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
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
达，乃作诗寄子由，祝狱吏致之。”

这是“乌台诗案”一件有名的轶
事。但是，并非每个囚犯都有条件由家
人供给衣食，有的因离家遥远，有的因
贫困难支。对前者，《刑统》 卷二九
载：“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粮，
家人至日，依数征纳。”对后者，《宋会
要·职官》卷五五载，高宗绍兴十二年
（1142 年） 九月诏：“禁囚贫乏无家供
送饮食，依法官给。”当时的盐菜津贴
标准是临安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如果
囚犯是寄禁犯人，只能得到标准定额的
一半。

特殊情况犯人的口粮，尽管有规定
可执行，但实际上很少兑现。在州一
级，官府还有一定的财力，可在常平仓
或义仓内支给，但在县一级，情况就十
分凄凉。《通考·刑六》载：嘉泰四年
（1204 年） 有臣僚上言：“窃见县狱苦
无囚粮，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许于运司
钱内支，往往县道不敢支破，例多陪办
于推狱，私取于役户，分甘于同禁之

人。箪食入狱，攫拿纷然，极可怜
悯。”宋政府只得再次规定，《宋会
要·刑法》卷六载：县囚之粮“申州
就于平米支拨，岁终州县实支数申提
举司出豁”。

（二）病囚管理制度
为防止犯人瘐死，宋代在监狱医

药卫生方面也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宋史·刑法志》载：“诸狱皆厚铺席
褥，夏日置浆水，其囚每月一沐”；

“诸狱囚有疾病，主司陈牒长官，亲
验知实，给医药救疗，重病者脱去枷
锁钮，仍听家内一人入禁看待”。为
加强对病囚的管理，由各州府颁发

“印历”，各监狱狱官将囚犯病状、负
责医治的官吏、医人姓名及治疗结果
填写明白交本州长官签押，每年一
换，以备检查。如果囚犯死亡，须经
验尸后查明死因，方允许收葬。

设病囚院是管理病囚的一种重要
方式，后唐长兴年间即有这方面的敕
令，宋初编《刑统》时也继承了后唐
的规定，在州府一级置病囚院，“或
有病囚，当时差人诊候治疗”。宋代
的狱医，被称为“医人”，由懂医民
户轮充，为宋代职役之一，官府建有
医人名册，对其进行管理调用。如果
有病囚，在册狱医须随叫随到，不准
他人代替，并由当职官亲自点检。

保外就医是管理较轻罪犯的一
项措施。北宋时期适用于杖以下罪
犯，南宋时期适用范围有所扩大。

《宋会要·刑法》 卷六载：“虽犯徒
流罪而情款已定非凶恶者，即行责
保知在，州委元差押医，每三日一
次看验，如委实病损，即时申所
属，却行勾追赴狱听候断遣。”还有

“邸店养疾”，是适用于无人作保的
病囚的管理方法。此外，有的地方
还建立“安济坊”之类的慈善部门

“以居病囚”。
为了督促狱官重视病囚，对病囚

的生死负责，宋代制定了比较详细的
狱官责任制。神宗治平四年 （1067
年） 十二月诏：“应诸州军府、军
巡、司理院，所系罪人，一岁在狱病
死及二人者，推司、狱子杖六十，每
增一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县
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
岁死七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
之。”

（三）其他规定
除上述悯囚制度外，比较重要

的还有定期悯囚活动，如洗涤狱
具，整理牢房，治疗病囚，赈济贫
囚和疏决轻犯等。南宋楼钥 《玫瑰
集》 卷六九 《恭题仁宗赐张中庸恤
刑敕书》 说，太祖开宝二年 （969

年） 下诏书要求：“囚人枷械、囹圄
户庭，吏每五日一检视，洒扫荡
洗，务在清洁，贫无所自给者，供
给饮食，病者给医药；小罪即时决
遣，重罪无有淹滞。”《宋会要·刑
法》 卷六载：冬季则除供粮食之
外，“更给柴炭，贫者假以袄裤手衣
之类。”遇有自然灾害，皇帝或皇亲
死亡，也下诏悯囚。

擅自拷打、虐待囚犯也是不允许
的。《长编》卷一〇一载：仁宗天圣
元年 （1023 年） 诏：“诸州典狱者，
不先白长吏……榜有罪者，以失
论。”另据北宋陈襄著 《州县提纲》
卷三《遇旬点囚》载：“旬日必出于
狱庭之下，一一点姓名，且令系于狱
之两廊，一则病瘠可见，二则有不应
禁者即释之，三则令狱吏洁其牢匣，
然后复入。”说明宋代监狱还有十日
一点囚、查看囚犯健康状况并打扫牢
匣的规定。

还有存留养亲。存留养亲是指情
况属实，情节较重，因父母、祖父母
年老患病，无人奉养，且本人又是单
丁（独子）者可免予坐牢。留养承祀
适用于非“十恶”案件。

综上，虽然宋代监狱管理制度可
谓详细完备，但是破坏狱规的现象也
时有发生。囚犯家属送来衣食，本应
由门子、狱卒及时转送给犯人，往往
会被掌狱官吏借故截留；尽管严禁狱
内外互相交流沟通，但是有贿者仍可
使狱吏通信息；虽然狱具、衣粮、诊
病等各类制度，可是执行起来依然很
难，往往会予以变通，形同虚设，出
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宋代中后期刑
罚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其监狱的黑
暗腐朽状况越来越严重了。这值得今
人好好地予以思考借鉴，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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