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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讲求语言精简，对“言多”十
分忌讳。《唐律疏议》 文字骈四骊六，
对偶排比，音调铿锵，朗朗上口，即是
纳入文选，亦不失上乘之作。这一风格
一直延续到清代，英国《爱丁堡评论》
曾对大清律赞不绝口，称其“极近情
理，明白而一致，条款简洁，意义显
霍，文字平易。每一规定都极冷静，简
洁，清晰，层次分明。由此可见，中国
法典是世界上过去数千年人类的一大部
分极贵重的心力造诣的结晶”。（引自杨
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上海
书店1930年影印版，第6页）然而文字
简约会给法典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
如古代法典表述过于笼统和刻板，过分
追求精简条文，导致弹性不足，造成了
欲简弥繁的结果。梁启超就认为“若夫
弹力性，则我律文中殆全无之。率皆死
于句下，无所复容解释之余地。法之适
用所以日狭，而驯即于不为用者，皆此
之由”。（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
范忠信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181页）如何在繁简之间
收放自如、张弛有度，是古今立法皆要
面临的难题。

律条的简约在模糊与确
定之间

简约的律条确实会在表达上制造模
糊性，自秦代以来大量存在的私家注律
和官方注律，就是为了弥补法条简约表
述的缺陷。然而，模糊性以及因模糊性
产生的不确定性正是法律的基本特征。
追求不确定性有时是立法者的必然选
择，比如对复仇的规定，既要有明确的
复仇惩罚类型，又要有可免责的例外，
具体适用时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种立法技术直到现在依然适用。

春秋之际成文法公开引起的激烈争
论就同法律的确定性有关。相对于确定
性而言，模糊性甚至秘密性的法当然会
有利于统治。官府会利用模糊性为自己
免责，因为法律的最终解释权掌握在他
们手中。西汉末年已经繁荣的私家注律
曾引起了官方对法律解释的重视，而后
统一和垄断了法律解释权。以律疏为载
体的唐律则将法律解释权运用到极致，
官方以“议曰”的形式避免法律的非理
性和无序性。然而，不论法律再怎么确
定，官员以及讼师也会因事因人而对之
进行任意解释，他们很可能会效仿引经
决狱，偏离严格依法的轨道。官员的任
意解释可能给表述确定的律条带来语用
模糊的效果。官方是否会规避确定的条
文，与是否会适用模糊的规则一样不确
定。（［英］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
性》，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41页）国家只能规范法律解
释方法，而难以规范使用解释方法的

人，法律的模糊性在所难免。不过，对
于多数情况而言，法律需要保持确定
性，尤其是在确权和定罪方面必须如
此，否则法律只是一个最高指示，并没
有可操作性。

法家虽主张“一断于法，凡事皆有
法式”，但对君王却没有法律限制。一
旦君王滥用法律，即便是再确定的法律
也会变得不确定。儒家则不关注法律确
定与否，更关注法律的社会效果，主张
法律要有变通性。但变通必须是在礼的
指引下，由“仁”所体现的一种共同行
为道德来控制。正因如此，儒家所主张
的法律变通是确定的，只不过这种“确
定”是一种由社会认同的生活经验和终
极价值共同确认的，体现的是民众对社
会秩序的共同期待。汉代以来，儒法互
为表里就很好地实现了古代法的稳定与
灵活，保证了法律的相对确定。此后，
古代法在模糊与确定之间不断协调和融
合，实践了“中庸”之理想——“致中
和”，让法律在内部 （立法） 和外部
（执法）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律条的简约在有限与无
限之间

如何以有限的律条来应对无限的世
界？古人并非只是简单地依赖无限地增
加法条，反倒是依靠完善的立法技术和
执法主体素养的提高来简化律文。晋律
和唐律最具有代表性。晋律通过对律令
各自功能的定位、对法律原则的高度概
括、对法律术语的准确解释、对法律条
文设立及其覆盖面的细致斟酌反而更加
宽简而完备。《唐律疏议·名例》率先
规定了“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
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
轻以明重”。这一原则使唐律的兼容性
大为增强，有效防止了“文寡罪漏”的
弊病。同时，在《唐律疏议·断狱》规
定“诸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
笞三十”，较好地杜绝了无限“比附”
律文的后果。如此前后连贯、严谨细密
的立法技术随处可见。可见，律条的简
约完全不妨碍律典的全面与完整。

简约的律典是否只是形式上的摆
设？许多学者对历经几千年而少有损益
并保存完整的中国古代法典的生命力，
及其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之间是否相适
应产生了怀疑。当然，律典在某种意义
上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很多情况下
都是例行公事和政治装扮，统治者实际
上并不愿意将其付诸真正意义上的实
施。（封丽霞：《法典编纂论：一个比较
法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版，第 66 页） 梁启超早就对此观点提
出了批评：“今之法律非他，唐律之旧
也。唐律非他，汉律之旧也。汉律非
他，李悝之旧也。夫李悝距今则二千年

矣。唐之距今则亦千年矣。即曰社会进
步淹滞，亦安有千余年前之法律，适用
于千年之后，而犹能运用自如者？……
法遂成为博物院中之法，非复社会关系
之法矣。”（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
集》，范忠信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第177页）日本学者浅井
虎夫认为：“盖中国法典率理想之法典
为目的，有详细之规定而在当时实未实
行。盖法典所规定与实际相异……苟认
为良法虽非现制，亦必采入法典之
中。……此外，记载过去之事例，或以
虽非现行法而留备参考，或以祖宗成例
不可易，而死法亦敬谨保存者，则《清
律》其适例也。又如，《唐律疏义》关
于应科死刑之罪及其执行方法，皆有详
细规定；而在当时实未尝实行。盖法典
所规定，与实际相异。如此，故知历代
法 典 所 规 定 者 非 尽 为 现 行 法 也 。”
（［日］ 浅井虎夫：《中国法典编纂沿
革史》，陈重民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3年版，第269页）美国学者马伯
良更是直言不讳：“律条是作为一个死
亡了的神圣遗物而继续存在，被使用的
则是其他的法律形式。”（［美］ 马伯
良：《〈唐律〉与后世的律：连续性的
根基》，载 ［美］ 高道蕴、高鸿钧、贺
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
页）若从社会的复杂程度和发展变化来
看，即便是《唐律疏议》，其理想化和
滞后性的缺陷亦十分明显。不过，基于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超稳定性，加上法
典与社会结构的高度同质性，很难因法
典历经数千年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就得
出古代法典与社会实际脱离的结论。
古代律典具有对内灵活性和对外守成
性的独有特征。简约立法主要体现在
律典的对内灵活性上。明确的律典概
念、轻重相比原则、概括主义量刑观
及富有弹性的条文等为司法实践的灵
活应变提供了前提。律典的对外守成
性则体现了以国家和家族为本位，家
国一体的立法主旨。不论社会如何巨
变，只要家族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
律典就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让国家保
持超稳定结构。可以说，律典在技术
上的灵活性弥补了法律过于僵硬的缺
陷，在内容上的应变能力则解决了不
稳定社会状态下的法典延续问题。只
要律典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不发生质
变，律典便完全能够应对因朝代的更
迭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张中秋：《中西
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07 年版，第 205—218 页） 最大
程度降低法制变迁的成本，很好地解决
变革社会之初的法制匮缺的难题，保证
中国历史长时段地稳定发展。

由于古代中国律典的作用并非只是
为社会提供行为准则，还具有政治宣言

及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历代君王一
再强调律法当万世而不更。律典的稳定
性象征着政权的稳固，同时强化后代君
王的守祖意识。况且，法律与社会脱节
几乎是成文法与生俱来的弊病，古代立
法者无不是通过提高立法技术，发展出
多样的法律样式来缓解律典的弊端，以
简驭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历万世而
不变。

律条的简约在一体与多
元之间

在一个存续较久的法律体系中，从
第一次编纂法典开始，就需要一种能够
补充正式法律的辅助性法律形式来适应
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国古代的法律渊源
主要有律、令、科、比、格、式、敕、
例等。尽管名称不一，但来源和性质大
致相同，律典居于核心地位，以保证中
国传统法在本质上的单一性。例如律例
关系，“两者效力之源泉，均系出于人
君之统治大权，但于各该朝代实定法之
体系下，应认例为一次级（次于律）之
规范。然例之实际效力实优于律，此乃
其为次级规范（细目法）之结果（在实
施上，细目法排除了根本法）。”（黄静
嘉：《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此其一。
其二，同一法律关系由不同的法律形式
来调整。如唐律规定了“违令罪”和

“违式罪”，“令”和“式”为律的补
充。但如违反其他法律形式之规定又必
须“一断于律”，确保律典权威。其
三，其他法律形式之间互相配合。如

“格”有时是“令”的实施细则，如宋
代在“荐举令”后编录了“荐举格”，

“荐举格”就是“荐举令”的实施细
则。同时，古代的司法机构不具有创设
法律的权力，虽然较高级别的司法机构
可以确立成例，但必须经由皇权的认可
才具有实质效力。这种立法权威的单一
性保证了古代法的“一体性”或者“一
统性”。

所谓“一体性”指的是法存在某种
统一性，意味着同一时代、同一国家、
同一地区的不同法律具有共同的属性和
功能，且在形式上不可分割。法的一体
性依赖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古代中
国律典大都产生于社会变革和政权更迭
初期，是重构社会秩序和建构国家统治
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如果说秦汉律典的
统一主要是汉民族内部法的“一体
性”，那么隋唐律典实现的“一体性”
则是在汉民族法基础上小范围内各民族
法的“一体性”，直到元明清时期较大
范围法的“一体性”才实现。作为统一
王权“一体性”的简约律典，并不妨碍
其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因为除了
一体性的法之外，还有多元性的法。古

代中国法始终存在着“一体性”与
“多元性”同步发展的趋势，除了各
种法律形式并存之外，尚有“法”与

“礼”并存、中央法与多民族法并
存、中央法与诸侯国法并存、国家法
与民间法并存。（严存生：《法的“一
体”和“多元”》，商务印书馆2008
年版，第 183—194 页） 这种法律的
多元性形成了古代中国法“一极二
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构造形式。一
极性是指由国法所确立的至高无
上、一统天下的社会大秩序；多样
化则是指由家礼家法、乡规民约、
帮规行规等各种民间法所确立的小
秩序；二元主从式则是指社会秩序
由以国法为主的大秩序和以民间法
为从的小秩序所构成。具有同质性
构造的这两种秩序恰恰与中国本土
追求的“道”相符，即一极（道）二
元（阳与阴）主从式（阳主阴辅）多
样化 （阴阳变化无穷） 的“道”理。
（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
理认识》，载 《南京大学学报 〈哲
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4
年第5期，第55页）

由个人、家庭、村落小团体、社
会大团体构成的诸多共生性组织，发
明的民间规则和解纷模式为国家法提
供了强有力的补充。社会控制系统基
本分为五个主要的次系统：个人伦理
控制、合约控制、规范控制、组织控
制和法律控制。许多情况下法律并非
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要素，法律时常
被抵制或回避。只有当事人之间的社
会距离加大、纠纷所涉利益的总量增
加或法律提供了第三方费用承担的机
会 时 ， 才 可 能 选 择 法 律 来 解 纷 。
（［美］ 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
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6—350 页） 这些控制系统对简约
立法产生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律条的简约在人与法协
同之间

王安石在《周礼义序》中指出：
“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
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
法。”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始终看
重人的作用。人既包括用法之人，也
包含率先垂范的君王，其可以在立法
与执法中发挥强大的能动性，“唯法
是从”便是刻板机械。法律在中国历
史上一直被视为工具而非目的，就与
此种关注人的作用密切相关。“苏门
四学士”张耒在《悯刑论》中毫不怀
疑地指出：“天下之情无穷，而刑之
所治有极，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
以治无穷之情，而不得少议其中，惟

法之知，则下之情，无乃一枉于法而
失其实欤？是以先王之时，一权诸
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
使人出于法。至于后世，其所以治天
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时，淳厚之
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无法而
放肆者，故后世始有刑法之书，以治
天下。然天下之弊虽不可以不救，而
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简网疏，
而人与法两立而不偏废。”执法不能
只知有限的法，而不发扬无限的情，
应当“使人出于法”，方可“不失其
实”。即便是繁苛之法也难以满足社
会变动的需求，有可能还适得其反。
正如美国法学家埃里克森所言，如果
过分重视国家正式规则的治理能力，
忽视了促成社会合作的非正式规则，
就很可能会制造更多法律但更少秩序
的社会。（［美］埃里克森：《无需法
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
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版，第 354 页） 同时，张耒提醒我
们，繁苛之法是法吏出于便于用法的
考虑而造成的。不断增多的法律让世
人在权衡利弊并做出决断时，心中只
知有法，而不讲人情伦常。此类忠诚
于规则主义的酷吏，或许始终只是在
法条的世界中，刻薄寡恩，忽视甚至
放弃了儒家一再强调的人类基本的情
感需求和道德伦理。

古 人 提 倡 立 法 简 约 ， 律 条 简
要，就是为了兼顾法家所主张的规
则主义与儒家强调的道德主义，发
挥人与法的各自优点——灵活性与
原则性，促进儒法相容。这既防止
了法吏的唯法是从、毫无人性，又
促进了人类社会道德境界的提升，
此即古代中国在国家立法上引礼入
法、礼法合一，在社会治理上采用
外儒内法的理由。也是基于这一考
虑，才确保了古代律典能够化繁为
简，以简驭繁，创造了中华法系源
远流长这一文明奇迹。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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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从“宁海路75号”点燃而弥漫……

“今天上午刚从宁海路75号开庭
出来，作为一名离职法官，这首歌字字
入心，感同身受，每一句都像在写当年
的自己”；“莫名感动，尽管宁海路 75
号从来没进去过，但一样在法院走过
青春岁月”；“我一纪检监察干部都被
感动了”；“词写得不押韵也这么好听，
听得我要放弃辞职了……”

5 月 18 日上午 9 时 57 分，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推出《宁海
路 75 号》原创 MV 后，即刻引发强烈
反响，热评如潮，许许多多的普通网友
深深为之动容。“那一年的那一天，来
到这门前。满地的梧桐叶，初来乍到
的秋天。穿制服的小姐姐，漂亮得不
明显。你说梦想定会实现，在未来的
某一天。昼夜奔跑，此中味道，早在你
心上烙下记号。不会忘掉，回头看到，
这里是宁海路的75号……”歌词朴实
动人、旋律优美入心的《宁海路75号》
出自江苏高院两位法官之手。词作者
赵俊是江苏高院的审判员，曲作者朱
嵘是江苏高院执行局综合协调处处
长。赵俊告诉记者，他写歌词是有感
而发，只用了一两天时间。当他将歌
词拿给朱嵘看时，朱嵘很喜欢，便萌生
了为这首歌词谱曲的想法。

宁海路 75 号，是江苏高院所在
地。这里，见证了新中国法治的成长，
凝结着几代法院人的美好回忆。赵俊和
朱嵘，都是当年学校的文艺青年。赵俊
说：“这首 《宁海路75号》，是我们度
过一大段青春的所在，但这首歌又不只
是写给我们自己，而是写给所有的法院
人，所有的法律人，乃至所有在机关大
院奉献过芳华，燃烧过青春，追逐过理
想的人们。”在歌词和曲风上，朱嵘、
赵俊进行了新的尝试，试图创造出一种
全新的风格，以诠释当下机关人的生活
状态以及酸甜苦辣。赵俊把它称之为

“机关民谣”，并解释说：“机关民谣讲
浪漫，但同时亦有克制；讲洒脱，但从
不回避责任；讲柔情，但时刻坚持原
则。这是属于我们大院人的曲风。”这
首“机关民谣”十分便于流传，赵俊认
为，它可以很方便地拿来就用，来年各
地法院的文艺演出上，人们可以直接把
这首歌作为自己的院歌来演唱，只要把
歌词中“宁海路的 75 号”换成各自法
院的门牌号就可以了，比U盘还方便。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
凋零的花。当‘80 后’也开始成为中
年大叔，青春似乎正渐行渐远，是否还
记得我们年轻时的梦想。青春和年岁无

关，与理想和奋斗相连！”记者注意
到，这首MV制作精良，为人物设计了
动画形象。作品中呈现了人们熟悉的宁

海路、江苏高院大楼，还有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老法庭、老法官的过往，令人
怀念不已。

“怀念1989年至2006年激情燃烧
的岁月，为当年的奉献无怨无悔！真
想回到南京宁海路找寻青春的梦！”
作为曾在宁海路75号工作了17年的
老法官，听着这首歌，不禁泪眼蒙
胧。网友“晴耕雨读”评价道：宣传
见过很多，有喊口号的声嘶力竭，有
假大空的滔滔不绝，这首歌真实而克
制，精心而不着痕迹，很高级，必须
鼓掌。法院系统有你们这样的人，真
好。网友“华迷丢丢”莫名感动：尽
管宁海路 75 号从来没进去过，但一
样在法院走过青春岁月。网友“陈小
花”深情表达：我是南京人，江苏警
官学院法律系本科生。毕业后跟随学
长去了福建，考入那里的法院。听到
这首歌，内心波澜起伏，湿了眼眶。
我想念家乡，也为自己是一名法律人
而骄傲，即使我不在家乡，心仍在。
网友“Z'ze”留言：看到十几年前的
老制服，看到十几年前还是实习生的
自己。如今，已在当初梦想的岗位上
摸爬滚打了整整十年。理想还在，初
心没变。网友“寒时随心”认为：庆
幸在这个森严的系统里，还有你们这
样没有被磨去才气和活力的帅哥，这
首歌真的好感动。网友“泮池的鱼”

表示：我们只是个过客，守好自己
的这一站。听完热泪盈眶，个中滋
味只有法院人懂。谢谢两位老师。

许多网友在评论中向法官们致
敬，在感谢他们默默奉献的同时想
到了自己。网友“我是细粉儿”动
情地说：我们说好了只听歌，不
哭，可不知为什么会湿了眼眶，淡
淡的忧伤在珠海路 1117 号上空弥
漫。网友“一言难尽”说：这首
MV令人感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有血有肉的法官形象，还看到了在
生活中拼搏奋斗的自己。我希望当
我老了，想到那个莽撞的小伙子，
不会遗憾，不会后悔。网友“星星
点灯”说：作为法院家属 真的很
佩服和欣赏你能保留自己内心的那
种纯净和美好 觉得好多话想说却
又不知如何表达，好吧，那就听歌
吧。上海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
曾在位于宁海路122号的南师大度
过了大学时光，不仅仅是法官、书
记员、律师们在这首作品中看到自
己的影子，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也会
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许是

《宁海路 75 号》 在网上被大量转
发、评论的原因之一吧。

“终会有那么一天，要告别这
扇门。满地的梧桐叶，不期而来
的风。写下过那些句子，档案室
落满灰尘。不需要更多举证，那
就是我们的一生。”这是一种信仰
的力量，是深入骨髓、坚定不移
的信念。宁海路 75 号的法院人，
他们坚定的眼神似乎在告诉世
人：对于坚守者，芳华无畏凋零。
只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芳华便
不会凋零！

□ 本报记者 娄银生

——写在江苏高院微信公众号推出一首原创MV之后

图为词作者赵俊（左）和曲作者朱嵘的画像。 杜 鹏 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