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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启 思 □ 胡伟峰

立体化的折射：司法阳光的四个维度

——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为视角

在笔者看来，衡量一部影视作品
的成功与否不外乎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二是事。也就是说，人物尤
其是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以及整
体剧情的安排是否合乎情理事理。这
是因为，“文学即人学”这一文学经
典性定义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不管文
学的表现形式如何，其中心都是围绕
一个“人”字。影视艺术是文学的另
一种表现形式，其本质与文学是一样
的，归根结底都是在讲述和探索人的
本质、本性和本能。从这个原点出
发，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塑造典型
人物是影视创作的核心，能否成功塑
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是评价一部影
视作品成败优劣的重要标准。长期以
来，对于法院和法官、案件与审判，
广大老百姓是既感神秘又感好奇，有
一种迫切期待的心理。司法领域是一
个物产丰美的富矿，但历数近年来有
关法院题材的电视剧，均因为存在这
样那样的不足而难以在百姓心目中留
下不可忘怀的记忆。前段时间在央视
黄金频道播出的法治题材电视连续剧

《阳光下的法庭》，正是由于对典型人
物大法官“白雪梅”的成功塑造和对
一系列司法事件合乎规律与情理的安
排，加之当下全社会对“法治”的关
注与期待的时代背景，才使得该剧突
破了以往有关法院题材电视剧的诸多
瓶颈，引起众多观众的关注与热爱，
在他们心底和精神层面不断产生涟漪
和共鸣。

该剧取名《阳光下的法庭》，我
认为其主要意旨在于回应“法治中
国”的时代主题，通过讲述环境保
护、知识产权、冤假错案三个典型司

法故事，且多案交织，寻找为民谋利的
下沉视角，还原司法生态，直击法理人
情，塑造真实法官形象，充分彰显“阳
光司法”和“司法阳光”，最终达到展
现阳光法治之美，展现我国法治阳光普
照中华大地之目的。可以说，该剧既是
一部法治大剧又是一部社会大剧，既有
宏大的叙事，又点透社会现实，其展现
出的海量信息，对“司法阳光”进行了
立体化的厚实折射。这种对“司法阳
光”的折射，在我看来，体现为四个维
度。

首先是阳光司法的维度。《阳光下
的法庭》剧如其名，有力呼应了“阳光
是最好的防腐剂”，刻画了法院与律师
团体之间非常和谐美好的法律共同体的
关系。伴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面推
进，公众对司法工作越来越关注，期待
更多地了解司法、参与司法、监督司
法。该剧正是通过对环保等案件审判前
前后后的“阳光”展现，如庭审公开直
播、证据公开出示与质证、辩论、裁判
结果公开、执行公开、媒体监督司法等
等，几乎将法院司法流程的各个环节甚
至众多细节均呈现于观众眼前，充分显
现出人民法院司法裁判坚持实体公正与
程序公正并重，坚持以公开促公正的司
法理念。以个案审判的真实叙述和剧中
以白雪梅为代表的每一个法院人对法治
理想孜孜以求为典型塑造，来体现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法院构建开放、动态、
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保证公正
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贯彻“全面依
法治国”，践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
的决心与实际行动。它以点带面，层层
递进深入剖析了当前法治体系的创新发

展，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时代的
深刻变化。高度契合当下中国坚持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的目标，较好地体现出剧
作的时代价值。

其二是司法社会责任的维度。随着
剧情的逐渐展开和不断深入，可以看
出，《阳光下的法庭》是一部极具社会
责任感的良心之作。剧中依次展开的三
个案件，分别凸显了民众在社会生活中
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生命权，可以说是
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最普遍、最基
础、最根本的权利，这三个权利通过剧
中艺术化的表达与呈现，彰显了法院乃
至整个司法系统在维护民众权利方面的
关键作用，也体现出法治为社会发展、
为人类生产生活保驾护航的重要性。比
如在首集中，该剧塑造的东方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国家二级大法官白雪梅，
面对有争议的法律问题，鲜明地给出了
不俗的见解：“在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
的前提下，法官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不扩大解释但也不拘泥于条文，处理案
件时把社会责任放到第一位。”作为一
名法院人，笔者对此深有体会： 法官
在实践中经常要面临情理法的冲突与协
调。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且必须解决好的
问题，否则，裁判就难以为大众所接
受，司法权威也会失去社会基础。情理
是法的基础与指引，情理就是中国的自
然法。司法审判就是要把抽象的法律规
范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把抽象的
公正要求变成强制人们遵守的公正的力
量。因此，司法审判工作首先应当贯彻
法治原则，坚持严格司法，依法裁判，
这是不能动摇的原则，是必须坚守的底
线。但当法官在进行司法审判的过程

中，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之时，或者对
法律规定的理解产生大的分歧之时，应
秉持司法良知，理解与发现立法精神。
合法的应当是合情理的，这取决于法官
怎样去理解法律，如何把握法的价值。
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处理具体的案件，并
不是一个死板、机械的过程，而是一项
创造性的活动。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立法
的精神和价值，就能够结合案件的具体
事实，借助于社会生活经验知识，正确
地解释和运用法律，作出合乎法律又合
乎情理的公正裁判。这也正是《阳光下
的法庭》中“白雪梅”们秉承的司法裁
判理念。她无疑是人们心目中完美的法
官形象——在私情与法两难的时候以法
为则，维护公平正义时，又能清楚法律
和法院的社会责任。面对扑朔迷离的案
件，白雪梅总是能作出最优的判断。

其三是司法人权保障的维度。“尊
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原则和精神，
更是现代司法应体现的最高精神和应
时刻遵循的司法理念，这种精神和理
念在刑事审判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现
实中，我们从 2016 年国家发布的中国
司法人权保障白皮书中可以看出，随着
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司法领
域人权保障不断取得新进展。2012 年
至2015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3369名
被告人无罪。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依法
纠正。《阳光下的法庭》通过年轻律师
鹿鸣之父张大年 17 年前的强奸案的平
反，巧妙地体现了我国法院贯彻人权保
障，勇于纠错的勇气与担当。该剧没有
刻意表现张大年怎么被冤，而是更多地
去表达作为一个法官，当她 （白雪
梅） 知道自己参与的案件有可能是错
案的时候，她做了怎样的抉择和思

考，她内心有怎样的自我约束和道
德拷问。张案的平反，也为年轻有
为的律师鹿鸣为追求更广大的正
义，实现自身的法治信仰，在司法
体制改革洪流中勇立潮头，毅然考
入法院成为一名法官埋下了伏笔。
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为观众呈
现出一幅美好的法治蓝图。

其四是司法改革创新的维度。
《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
革的工作进程为背景，剧情源于生
活，直面现实。最具代表性的剧情有
法官员额制改革、院长带头办理大要
案、法院信息化建设等，虽然剧情不
多，也非该剧之核心，但为整个剧目
的“阳光化”构造和展现改革之艰难
曲折与光明前景同在，起到“红花绿
叶”之功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既然是改革，必
然要刺激敝屣沉疴，必然要动一部分
人的奶酪，也必然要直面各种硬骨
头。在这方面，《阳光下的法庭》有
使命感，自戳司法改革中的若干痛
点。剧中白雪梅及东方高院所面临的
难关，也是我们当下司法体制改革所
面临的种种。该剧直接把人物（白雪
梅） 放在庙堂之上 （东方高院院
长），然后再一步步釜底抽薪，首先
一个“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就让她

“如坐针毡”。剧中东方高院作为司法
改革试点单位，将推行员额制改革，
只有三分之一的司法人员被择优入
额，这意味着将有一大波法官乃至资
深法官要转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岗位。
而同时又有精英法官诸如穆国柱，因
为现实生活与家庭困境不得不辞职离

开深爱的法官岗位，这对白雪梅及
其所在法院来说，无异于一枚“深
水炸弹”。紧接着作为大法官家属
的杨教授在妻子管辖的法院意外败
了官司，模范夫妻陷入感情的漩
涡，铁面判官转眼就是内忧外患。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白雪梅凭着坚
定的法治信仰与职业担当，凭借身
先士卒和高超的智慧，劈波斩浪，
将矛盾和困难一一化解，最终迎来
司法改革的阳光。

作为一名法院人，对《阳光下
的法庭》作出上述观感和评判，或
许难以摆脱职业窠臼，留下清晰的
职业痕迹。但毋庸置疑的是，该剧
播出后带来良好社会反响的现实状
况，恰恰证明整个剧集散发出满
满的时代感和社会正能量。这种
正能量集中体现为该剧通过司法
个案及司法人物丰满而真实的塑
造，通过叙事和影像让观众实实
在在感受到，看过之后从内心到
精神“阳光”的涌动与升华。既
弘扬了主旋律，又展现了真善美
（客观地说，虽然近年来主旋律影
视作品蓬勃发展，但其中亦掺杂
不少徒有其口号、本质内涵与宣
传不相符的作品，“主旋律”沦落
为其宣传的一个标签），加之该剧
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精心打
造，令观众直呼过瘾。无论是环
境污染修复案，还是执行艰难的隐
匿巨款案，以及专利侵权的跨国诉
讼，到尘封 17 年的奸杀铁案等，
该剧用专业的视角以及充满人情味
的方式将其呈现给观众，让观众透
彻地感受到法网柔情的质感和司法
阳光般的温度。

（作者单位：江西省萍乡市中
级人民法院）

《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之一，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
世界文学名著，是享誉全球的名作。
它以走方郎中老残的游行路线为序，
依次记录了沿途遇到的各种事件，从
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清末山东一带的风
土人情。小说除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
值之外，还蕴藏着巨大的历史以及法
律价值。书中记录的清末行政官员断
案的司法样本，真实地还原了清末地
方州县刑事司法活动的全过程，揭露
了官员司法专横对民众造成的严重伤
害，足堪引以为戒。

乱 象

小说所处的晚清社会，不乏改革与
进步的火种。如在小说发表的 1903 年
前后，修订法律馆成立，在沈家本先生
的主持下，大量外国法律和法律学论著
经此介绍到中国。但这些代表思想萌芽
的现代法治暖风相对于广袤的中国大地
而言，仍是杯水车薪，清末司法制度依
然难脱封建法制的窠臼，并已走到落后
与腐朽的尽头，这种破败景象的表现之
一就是官员无所顾忌的司法专横，典型
代表是玉贤与刚弼。

被称为“赛过活阎王”的曹州知府
玉贤，在任不到一年，就用“站笼”
（明、清时木制刑具，笼顶盖有套于囚
犯颈项的枷板，四周围以枷栏。犯人头
套枷板囚立笼中，不得自由动弹，往往
站不数日即死）“站”死了 2000 多人，
其中“大约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以
其审理的“于朝栋、于学诗、于学礼涉
嫌强盗案”为例，于朝栋是于家庄人，
家境殷实，二子于学诗、于学礼皆已成
家，一家人安分守己，于家曾因遭强盗
抢劫报案，经知府玉贤极力严拿，两名
为从的强盗伙计被抓，强盗遂起怨恨，
图谋报复于家，便公然在玉贤眼皮子底
下抢了一家。后又在玉贤追捕下，朝着
于家方向一路抢劫放火作案而来，并故
意在于家附近销声匿迹，暗中将抢来的

几件衣物放在于家杂物间中。玉贤一路
追至于家，失了盗迹，遂凭于家用于防
强盗的三支土枪和几把刀，以及被栽赃
的旧衣物，就认定人赃俱获，将于朝栋
等三人羁押。因玉贤衙门前的十二个站
笼当日已满，差人禀报是否先行收监，
等出缺再补上，玉贤大怒，命将大前天
站的四个犯人放出杖毙，将三人关入。
因玉贤向来不照律例办事，于学礼妻子
吴氏虽日日磕头求救，众衙吏明知内有
冤屈却也有心无力。见于朝栋第三天就
死了，于学诗第四天也差不多了，吴氏
将大伯、丈夫后事嘱托之后自刎。众衙
吏为吴氏节烈所感动，由稿案带头向玉
贤求情，希望将于学礼从站笼放下，以
慰烈妇幽魂。玉贤嘲笑众衙吏只会慈悲
他人，不会慈悲主人，并表示“这人无
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
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斩草要除
根。况这吴氏尤其可恨，一肚子觉得我
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个女人，她虽
死了，我还要打她两千板子出气呢！”
并要求稿案传话出去：“谁再替于家求
情，就是得贿的凭据，直接用站笼站起
来！”四人死后，众衙吏看这于家一家
人死得实在可惨，动了公愤，齐心齐意
要破这一案。又加着那邻近地方，有些
江湖上的英雄，也恨这伙强盗做得太
毒，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捉住了五六个
人。有三四个牵连着别的案情的，都

“站”死了；有两三个专只犯于家移赃
这一案的，被玉贤都放了。

刚弼在审理嫌犯贾魏氏谋害贾家十
三人命案中，疑犯是贾家媳妇，在其回
娘家时，贾家发生十三人疑似中毒死亡
事件，现场发现未吃完的月饼中含砒
霜，因该月饼是其父魏老儿所送，所以
贾魏氏父女就被认定为嫌犯。因案情蹊
跷，抚台派刚弼前来参与会审，刚弼既
未对“遗体”进行检查，也未详查犯罪
动机和作案过程，而是一来就给疑犯上
夹棍和拶子等刑具，并利用魏家老仆救
主心切，诱使其开具要按每条人命 500
两银子行贿的证据，进而以该行贿证据

认定贾氏谋害夫家。贾魏氏不堪刑讯，
又不忍老父受刑，屈打成招。众人看不
过，乃由老残致信抚台，请派贤明官员
白子寿前来覆案，白公到堂后，先从十
三人“遗体”状况查起，发现十三人并
无任何中毒迹象，又通过现场询问制饼
商户和其他吃过月饼的人，确认砒霜并
非做在月饼馅中，而是之后加入的，从
而查实月饼中并无毒药，认定魏氏父女
无罪，并派人暗中查访，找出真凶，并
救醒休眠的贾家十三人。

启 示

通过上述两个审判实例，可以得到
以下启示：

司法专横严重伤害公平公正秩序和
无辜民众

文中的司法专横主要是指司法官员
个人的专横，表现为司法官员在行使司
法权力时，任意妄为专断，乾纲独断，
以自己为准绳，先入为主，不能兼听，
缺乏正当程序理念，为了达到符合主观
预期的审判结果，不惜滥用刑罚、草菅
人命。实质上是在法律正义或者其他幌
子下，行一种赤裸裸的、不受合理限制
的权力。

司法专横的重要表现是 “从不照
律例办事”，不受具有实质合理性的法
律的规范或者规避这个规范，即有法不
依，以司法官员的主观臆断、个人好恶
代替法律，使得法律规则丧失了应有的
可预期性，民众在法律面前无所适从，
以此达到“民不知法则威莫测也”的目
的，在客观上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法律
神秘主义。但这种神秘的法律不符合自
然正义和罪责刑相统一的原则，体现的
是司法官员个人的意志，不具有正当性
和稳定性，既伤害了公平公正秩序，也
严重伤害了民众。如书中记载的另一案
例，一王姓男子仅在酒后说玉贤怎样糊
涂，怎样冤枉人，被玉贤派出的私访的
人听见，原本依据清代法律，即便其所
说完全与事实不符，被认定为部民骂本

属知府，最多就是被处杖刑而已，但在
被抓进衙门后，玉贤坐堂，只骂了一
句：“你这东西谣言惑众，还了得吗！”
被放到站笼，该男子不到两天就“站”
死了。

这类为了非金钱的目的（为金钱的
可以归入司法腐败）的司法专横，如为
了捞取升官的政绩，不惜陷良民为强
盗，万家流血顶染猩红，直把有山有水
北方江南，变为地狱世界；为了顶上乌
纱，掩盖错案事实，可以罔顾事实，颠
倒黑白，纵强盗而杀无辜。这正应了刘
鄂先生书中的诗——得失沦肌髓，因之
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处
处鸺鶹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
太守是元戎。

疑罪从有观念和刑讯合法化助推司
法专横

疑罪从有是中国古代长期奉行的刑
事司法原则，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嫌犯
往往处于须自行举证的倒置状态，在举
证能力不足和科技水平较为落后的古
代，嫌犯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举证，从
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如上述于朝栋
案件四人死后，于家人商议上控时，谈
到“‘他（官府）又会拿着人家失单衣
服来顶我们。我们不过说：那是强盗的
移赃。他们问：你瞧见强盗移的吗？你
有什么凭据？那时自然说不出来。他是
官，我们是民；他是有失单为凭的，我
们是凭空里没有证据的。你说，这官司
打得赢打不赢呢？’众人想想也是真没
有法子，只好罢了。”

刑讯作为司法者运用体罚手段施于
案件当事人以获取口供的审判方式，始
于西周，终于清末。作为存续几千年的
制度，其在维护统治者有效统治，促进
司法官员快速断案，增强民众的遵纪守
法意识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
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实践中司法官员出
于快速破案或其他目的，在未进行其他
调查的情况下，将本是刑侦辅助手段的
刑讯作为最主要的方式来使用，造成了
因大量刑讯逼供引发的冤假错案，在小

说成书的清末刑讯逼供更是蔚然成
风，晚清名臣张之洞曾在一份变法奏
折中直陈其酷：“敲扑呼謈，血肉横
飞……反覆刑讯，拷掠之惨，多人拖
累，则有瘐毙之冤。”

嫌犯贾魏氏投毒一案中，刚弼作
为司法官员一到庭就对魏氏父女上夹
棍和拶子等刑具，根据的是清律关于

“强盗、人命及情罪重大案件，正犯
及干连有罪人犯，或证据已明，再三
详究，不吐实情，或先已招认明白，
后竟改供，准夹讯”的规定，而事实
上，从仵作检验结果来看，贾家人并
无中毒迹象，月饼投毒并无成立的事
实基础，因而魏氏父女既非正犯及干
连有罪人犯，亦非证据已明，不吐实
情，或招认后翻供的情况。在不存在
因利益关系制造冤狱的情况下，刚弼
的断案充满个人主观臆断，显然缺乏
应有的法律素养、法理逻辑和司法职
业技能。正是这种有罪推定的观念和
滥用刑讯的做法，助长了司法专横的
膨胀，进一步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
生。

缺失的监督追责无力限制司法专
横

对于司法专横导致的冤假错案主
要有两种监督力量，一是来自民众的
监督，如当事人的上控、击鼓鸣冤和
拦驾告状都属此类；二是来自上级的
监督，如清代刑事案件或称命盗重案
的审理，采用强制报送上级机关审查
的逐级审转复核制。

从小说的叙述来看，两种力量均
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以民间监督为
例，于朝栋等四人死后，其家人商议
上控，“你想叫谁去呢？外人去，叫

‘ 事 不 干 己 ’， 先 有 个 多 事 的 罪
名’”，于学诗妻子去，万一有不
测，则家业被众亲族一分，香火断
绝，合计仍难脱离玉贤魔爪，抚台只
会发回原官审问，纵然派个委员前来
会审，官官相护，于正事无济，反叫
站笼多添个屈死鬼，只好罢了。以上

级监督为例，玉贤、刚弼均为抚台所
推举，其中抚台因风闻玉贤“办强盗
好”的政声，十分欣赏，决定专折明
保，玉贤才能在班次很远的情况下，
补曹州府。收到老残告发的玉贤种种
酷行后，抚台仅是表示“不料玉守残
酷如此，实是兄弟之罪，将来总当设
法。但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
父之道”，在老残“救民即所以报
君，似乎也无所谓不可”的提示下，
抚台默然，实为有错举荐之憾，而无
纠偏之举。

在中国古代，来自民间或官方的
力量，对司法不良行为和错案的预防
与纠正，最终都落实到通过自上而下
的模式起作用。但这种方式，容易夹
杂太多上下级、门生故吏的关联关系
或推举等其他利益关系而变得堵塞不
通。最后，纠错程序变得形同虚设，
不能有效地对司法权加以监督。

因此，要遏制司法专横，防止冤
假错案，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和禁止刑
讯逼供的司法理念，建构符合人权保
障的正当诉讼程序，同时必须有效制
约司法者滥用手中权力。

（作者单位：厦门海事法院）

——观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有感
□ 余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