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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是自然社会的常态现
象，也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与发
展的全过程。法律的出现，很大原因
就在于解决矛盾纠纷，实现社会生活
的和谐秩序。法律制度是一定文化观
念的反映，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衍
生出不同的法律制度，进而形成不同
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诉讼是现代法
律领域的核心问题，深入理解诉讼背
后的法文化，不仅有助于司法审判中
个案的解决，更能助力构建适应国情
的现代诉讼制度。

和合文化下的“讼”

不同于现代惯用的“诉讼”，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中更多是意义不同的

“讼”与“诉”。许慎的 《说文解字》
中，“讼”释为“争也”，而“诉”则
为“告也”。也即是说，诉只是“告”
的行为，而描述人类社会中矛盾纠纷
的词语为“讼”，因此，秦汉以来官方
主持解决民间纠纷一般被称为“听
讼”或“理讼”，它意味着主审官员居
高临下听取两造之论争，最终依照法
律，或依情理作出裁断。

古代“讼”与“狱”紧密相关。
在 《周礼》 等经典文献中，讼指“以
财货相告者”，而相关概念“狱”是指

“相告以罪名者”，汉代郑玄注“争罪
曰狱，争财为讼”。对于狱讼的区别，
依据包山楚简等先秦出土文献，青年
法 学 学 者 王 捷 提 出 另 外 一 种 认 识 ，

“讼”本意为争论，在法律中指案件或
者起诉，但在楚简中，“讼”在所有案
件中都指起诉，并没有因为案件类型
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术语。所谓讼、狱
之别，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观念，先
秦时并无此意，在法律用语中，官府
审案多称为“狱”，民间诉争则称为

“讼”。
在古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同样

存在着“讼”和“狱”的分别。据学
者籾山明对汉代诉讼制度的研究，治
狱是要通过讯问使犯罪嫌疑人自己承
认罪状，进而按照犯罪内容适用相应
的刑罚。听讼则不同，其文书中并无
诘问服罪方面的文字，出现讼争，一
般程序是由一方告诉到官府，官府移
送原告的起诉文书于被告，让被告提
供证词或者是辩护。当然，听讼在实
际施行过程中奉行儒家伦理的法则，
有时对有罪错者可入于刑罚。《后汉
书》 记载有争牛一案，则采取教化的
方式。亭长向人借牛却不肯按期归
还，牛主致讼于地方官吏，该官召见
亭长，再三劝令其归还牛，亭长不
从。该官认为这是教化不足的结果，
遂欲解印离去，胥吏们流着泪挽留

他，亭长见状才感到悔悟，归还了耕
牛，并请求治罪。这一故事的本旨，
还是对儒家道德教化的倡导，指向当
事人的道德自觉，相互对立的讼争显
然不被肯定。

“讼”的具体含义虽然有细微差
别，但均包含有“争”之意。而在中
国文化中，“争”并不被鼓励。孔子倡
导的是“无争”，“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即他审理诉讼的方法
与别人并没有多少差异，但最终追求
是不同的，孔子的理想是没有讼争的
社会，在他看来，君子是应远离讼争
的，“君子无所争”，即便是君子可以
参与具有竞争性的“射礼”，“其争也
君子”，必然也是彬彬有礼的，而不应
是敌对式的剑拔弩张。

在《周易》中，“讼”虽被认为客
观存在，但同样受到贬抑。《周易·序
卦》 云：“饮食必有讼”，可见讼为社
会常态，人之常情。然而，“讼，上刚
下险。险而健，讼。”“天与水违行，
讼。”孔颖达解释说，“相违而行，象
人彼此两相乖戾，故致讼也。”因为

《周易》中上乾下坎，乾表示天，坎代
表水，天在水上，危险困于刚健无法
化解，与天道相违，故讼则“终凶”。

受儒家等文化影响，后世正统士
人多厌弃讼争，明代王守仁曾专门发
布告谕禁止词讼，“毋轻忿争，一应
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辄兴词讼，不
思一朝之忿，锱铢之利，遂致丧身亡
家；始谋不臧，后悔何及”。这即是
说，人们应克制自己的愤怒或欲望，
忍让为先，极端地偏好讼争会隐藏诸
多风险。

无讼、厌讼的语词背后，反映的是
中国文化的独特取向。中国文化内涵丰
富，而“和合”无疑是其重要的特质之
一。“和”本意是和谐，指不同事物的
兼容性与互补性，老子提出“万物负阴
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论语》 中有

“礼之用，和为贵”。《国语》中有“夫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
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即事物的发
展需要多样性的配合与互补，和是万物
存在与生长的条件，故管子说“和乃
生，不和不生”。“合”的本意是上下唇
的合拢，引申为相合、符合、合作。中
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指出：

“和”蕴含了关系的存在论，即关系决
定存在，任何事物都无法独立存在，

“共在”关系的最低标准是互相伤害的
最小化，构成互相依存、共荣共损的关
系。整体来看，和合的文化并非否定矛
盾纠纷的存在，而是把矛盾和差异限定
于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
斗争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
隐含着对立的讼争与和合的价值取向相

悖，不利于社会共同体的维系，自然受
到贬抑。

斗争哲学中的“诉”

在以民法见长的罗马法中，诉
（actio） 是涉及私权与私权保护的法律
概念，是法律制度中最为核心、最基
本的一个概念，它集中反映出罗马时
代法律与法律适用的特点，是罗马法
制，尤其是罗马民事诉讼制度的基
石。罗马最古老的诉讼方式被称为

“法律诉讼”，它要求诉讼必须严格按
照法律规定的特定形式进行。当时法
律规定了誓金之诉、请求给付之诉、
拘禁之诉等五种确定和实现权利的特
别诉讼形式，特定的私法权利必须通
过前述诉讼形式来实现。这一时期

“诉”的内涵为仪式性行为、法律上的
行为，特别是以启动审判或执行程序
为目的的维护私权的行为，这也导致
了诉讼形式的僵化。

罗马掌管司法事务的副执政官，
在选择诉讼形式中拥有决定性的权
力。要求起诉的原告，首先需要前往
城市副执政官处提出请求，并说明事
情的原委。副执政官会提出一个“程
式”，规定如果该诉讼要胜诉需要满足
的条件：“如果某某事情得到证实，那
就让法官们判决有罪，如果不能证
实，则放弃。”程式还会指定一个法官
或者法官团，将案件提交他们审理。
法官们在听取证据和理由后，再作出
判决，判决由副执政官规定的程序支
持。一块青铜器上的铭文说：这一程
序经行省总督改造，被用来解决两个
西班牙共同体有关土地和水权的纠纷。

早期的罗马，并不存在公共起诉
人，即便是刑事诉讼，一般也由当事人
提出。当然，罗马时期的民事与刑事控
诉之间的界限也不十分明确，如盗窃案
在共和时代被视为私人案件，由民事诉
讼追究，亦由私人提起诉讼。这些控
诉，有时会在人民大会上提出，多数情
况下，则是在常设的刑事法庭或某个钱
财追偿法庭进行审判，这些法庭允许公
民个人因各种原因代表罗马人民或者其
他受害人提起诉讼。格拉古立法之后，
不仅是法庭控诉的提起，而且还有诉讼
进行，本质上都是由那些受到伤害的个
人自己进行。后来，案件被委托给法庭
指定的一个控诉人，多数时候，这个人
似乎就是罗马的“保护人”。审判的结
果，一般是通过金钱上的惩罚以达到制
裁目的，对于极为恶劣的罪行，也会判
处流放。

有一些犯罪更为严重，甚至涉及
国家利益，如谋杀、纵火，乃至叛国
罪，对它们的控诉，则适用特别的程

序。一般认为，对叛国等重大犯罪，
由保民官等官员在人民大会上提起控
诉，其方式与那些反对共同体的罪犯
相同。共和国早期，有一种名为“杀
人罪审判官”的官职，据称他们的任
务就是调查犯罪，历史学家李维认为
他们应该是人民大会上实际进行控告
的人。但也有人指出，他们可能是被
任命的常设审判官，职能是刑事审
判，而非充当控诉人。对于叛国罪，
则有专门的控诉人。李维曾记载了普
布利乌斯·霍拉提乌斯对他妹妹的谋
杀以及随后对他的控告，控告的罪名
不是谋杀，而是叛国。国王依照法律
创设了“两人委员会”，在随后的法律
程序中，他们受指示提出控告，后来
判处霍拉提乌斯有罪。如果他不服两
人委员会的判决，可以行使上诉权，
那样又会有一场上诉权之争。如果两
人委员会获胜，那霍拉提乌斯的头要
被蒙上，在一棵树上被吊死。在这一
故事中，两人委员会似乎承担了控诉
的职能，但从判决的过程看，他们又
负责案件的审理，并作出裁决，这又
显示，当时的起诉和审判的职能好像
并无清晰的区分。

尽管详细描述诉讼的资料十分稀
缺，但从李维的故事以及班提亚法典
中 《奥斯卡法》 来判断，至少在公元
前 3 世纪以降，反对人民的犯罪，无
论是死刑还是非死刑的案件，都由市
政官、保民官或财务官在人民大会上
提出控诉，所涉及的程序由一名官员
来启动。在从副执政官那里获得举行
人民大会的消息后，他向被告正式宣
布举行第一次听证的时间。审判以专
门用于调查的人民大会预备会开始，
会上发表控告和辩护演说，随后有两
场类似的预备会举行，在那里相关人员
会发表更多的演说，对证据进行辩驳、
查证。之后，在至少经过三个集市日的
间隔后，在正式的人民大会上举行投
票，作出最后的判决。除了人民大会负
责审判，早期也有一些专门的刑事法
庭。如谋杀和携带攻击性武器的案件，
都需要被诉于“刑事三吏”，据称他们
掌握某种形式的司法权力。

到了共和国后期，罗马开始尝试
建立常设法庭。其变化首先表现在法
庭数量的增长。法庭 （quaestio） 最初
的含义是“调查”，除了抽象意义外，
它还有“调查法庭”或法庭的意思。
元老院建立此类法庭，指派官员进行
调查，审判具有重要性的严重犯罪，
如对酒神信徒案、妇女投毒案、谋杀
案的调查，都属于此类。然而，这一
时期尚未发现有定罪者使用上诉权，
在苏拉的 《科尔内利亚法》 改革这些
法庭时，已经有按常规建立的法庭来

处理盗匪、投毒、巫蛊，甚至是贿
选、贪污案件。在这些常设法庭的
审理中，官员依靠顾问团的帮助进
行调查，官员控制着审判，并且由
他作出判决，主审官员不受控制审
判全部进程的刻板规则的限制。

为常设刑事法庭提供固定模式
的是追偿钱财法庭的发展，该法庭
处理的主要是追回那些罗马人任职
期间非法后代的钱财。据西塞罗的
记载，公元前 149 年第一个常设法
庭被设立，法庭中还出现了“陪审
团”。每年副执政官都要受命挑选一
些人组成多个陪审团，据称有 450
人之多，从中为每一个案件组建一
个 50 人规模的陪审团，成员是有关
各方筛选取舍后的。这些陪审员主
要来自骑士阶层，不曾担任过低级
官职，与任何元老也没有亲属关
系。主持法庭的副执政官，只是确
保法律程序的正常进行，审判的主
程序和随后对损害的估价中，判决
由陪审团作出，以简单多数为胜。
向陪审团提出控诉时，由罗马演说
家代表受害的一方或多方进行，审
判的范围扩展到受贿案。恺撒任独
裁官时，对法庭陪审员的组成和程
序进行了改革，奥古斯都则修订了
法庭程序，还创立了新法庭。（安德
鲁·林托特：《罗马共和国政制》，
晏绍祥译） 此外，追偿钱财法庭也
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审判逐渐被作
为制裁手段用于执行法律。

罗马法律制度中的“诉”，主要
是围绕着权利冲突及犯罪展开的，故
当事人的自诉或者官方“公诉”，与
被告人的辩护，总是充满了激烈的对
抗。诉讼中的斗争思维影响到了后
世，中世纪欧洲的司法决斗，以至后
来的“平等武装原则”“对抗主义”
诉讼模式等，无不是斗争思维的反
映。融入斗争思维的诉讼，意味着两
造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无论是诉
诸神的权威，还是由法官来裁断，最
终都必须要决出胜负。

构建适应中国文化的
诉讼制度

正因为我国拥有一种整体的、
和合的文化，指向对立、斗争的

“诉讼”制度必然受到否弃。诚如日
本学者滋贺秀三所言：中国人的观
念更顾及人的全部与整体，不是把
争议的标的孤立起来看，而是将对
立的双方，甚至涉及周围的人们的
社会关系加以全面地考察，“倾向于
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侧都多少分配
和承受一点损失或痛苦中找出均衡

点来”。传统中国司法官员深受儒家
思想的影响，审判中更注重“情
理”，或者说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
感觉”，因而多采取“教谕式的调
解”，它不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判定，
而是允许互为妥协的解决。古代中
国这样的裁断模式，正是对中华文
化及国人心理的适应。

现代法治追求权利的保障，鼓
励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权利的救济，
因而强调厌讼观，这是传统狱讼观
中落后的因素。然而，从构建适应
中国社会的诉讼制度而言，注重整
体的、和合的思维文化仍具有积极
的价值。现代司法裁判的展开，自
然免不了要判断是非曲直，但它不
应该是斗争思维下的胜败必分，而
需要在法律规范的前提下，适度地
考虑国人的文化与心理，比如面子
与人情，比如作为整体的社会关
系，这在家庭、邻里等民事纠纷中
尤为重要。

为此，须关注中国固有的文化，
倡导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司法模式。
审判往往更追求实体法的依据与正当
程序，在实际操作中也更容易区分是
非对错。但司法是一个长线条的过
程，从起诉、审判到执行，每一个环
节都脱离不开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司
法不是简单的判断，其最终目的是解
决矛盾纠纷，如果不充分考虑到特有
的文化背景，矛盾纠纷的解决必然难
以圆满。调解则不同，它能有效地消
弭对立的情绪，并以习俗等更为多元
的“法源”，在两造的相互妥协与谅
解之下，更好地解决矛盾。这其中，
司法人员自然是调解的主力，但更应
该充分发挥乡贤等德高望重的社会人
士的作用，让他们利用对特定社会文
化的熟稔，在化解当事人情感对立的
基础上，更好地解决纠纷，恢复社会
的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人文
与经法学院）

□ 睢晓鹏

《柏桦讲明清妙判》一书是南开
大学法学院教授柏桦对明清妙判的解
读。明清时期，文人出身的官员对其
判词进行文学加工，这些经过加工的
判词文字优美、典故迭出，称之为妙
判。这些判词之所以被加工，既因案
情本身曲折离奇，也因其所涉纠纷的
疑难复杂。写出这些判词的司法官

（我国古代司法行政不分，地方官员同
时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为便于论述，
本文将审理案件、行使司法权的地方官
员称为司法官），如袁枚、海瑞、蓝鼎
元、张船山、于成龙等人，自无须多
言；其他也都是诸如被赞誉“清得门如
水，贫唯带有金”的邹廷望、“发奸摘
伏，凛若神明”的李模等廉臣能吏。从
这些明清的判词中，我们可以管窥当时
司法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方法
与策略，汲取一些对于我们有益的经
验。

事实认定的方法

认定事实是一项技术，须遵循一定
的方法。阅读本书，可以大致梳理出明
清司法官探求真相的三种方法：

其一，微服私访。两造争讼，无
不以胜诉为追求的目的，其多会作有
利于己的陈述，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
隐瞒部分事实真相。虚构或隐瞒的真
相在公堂之上不易被察觉，但在案件
发生所依赖的社会生活中无处遁形。
因此，作为一个旁观者进入当事人生
活的环境之中，往往能寻得蛛丝马
迹。书中，那些面对棘手案件的司法

官，经常会脱去官服，微服私访，通
过毫不起眼的线索追寻到案件的真
相。

其二，五听断狱。五听即辞听、
色听、气听、耳听、目听，是我国古
代公堂审案常用的方法。人的心理活
动会通过其所使用的语言、面部表情
等外化出来，并被细心的观察者所捕
获，现代测谎技术的发展正是基于这
一原理。本书中，张船山、于成龙等
司法官，通过观察当事人的气质、神
情和讯问情况，发现案件疑点，查清
了诸如“顶凶买命”“语露心机”等疑
难案件。

其三，迂回讯问。在生活环境无从
提供线索，或者当事人心理素质很好的
情况下，微服私访和五听断狱就难以奏
效。此时，明清的司法官也会放弃直接
正面讯问，而采取讯问貌似与本案无关
的其他问题的迂回方式，利用事物的常
理或逻辑的推演，推导出与当事人所述
相互矛盾的结果，将其置于难以自圆其
说的境地，从而撬开凶嫌的钢嘴铁牙，
求得真相。“小牛认母”“遗失窑金”等
案例正是司法官迂回讯问最终探明了案
件真相。这些，展示了明清司法官的讯
问技巧和司法智慧。

法律适用的策略

明清的司法官在裁断疑难案件的过
程中，常常软化律例中过于严苛的规
定，融情礼于法律。这些被载入史册的
案例，反映了明清司法官为追求案结事
了所使用的两大策略。

首先，司法官不但注重社会教化作
用，也关注个体权益。“无赖窥浴”“雅
贼偷花”等案件都体现了司法官的上述
断案理念，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书中的例
子来体味：某农民挑粪，不慎将他人的
衣服弄脏，受害人索银 20 两。农民显
然无此能力，若不假思索，强行判决，
可能会逼出人命。司法官以判农民向受
害人当堂磕头的方式结案。这样的判
决，既未否认原告因衣物受损主张保护
的权利，也警示了被告应行事小心，但
同时又未让被告因其无心之失而陷入绝
境，多方权益衡而平之，妙在其中。

其次，司法官不但关注个案纠纷解
决，也注重防止隐患。在本书的大多数
案件中，司法官都关注了裁断的后果，同
样可以通过书中的一个例子来体会。一
起为5亩田地而发生宗族械斗的案件，
双方各有人身、财产损失。司法官在处

理案子时，将两族族长各斩首示儆，其
余人一概免究，双方的人身财产损失
相抵，互不追究，避免激起双方更大的
怨恨。同时将械斗的导火索5亩土地
发卖异姓，断绝了再起争执的隐患。
司法官思虑之周全，着实令人叹服。

一点余思

妙判之妙，可能还需读者自行阅
读体会。不过，捧读本书，我们在感
受明清司法官司法智慧的无限魅力的
同时，也会观察到他们在案件处理过
程中的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巨大
的自由裁量空间是一柄“双刃剑”，
它是创造“青天大老爷”的天堂，也
是产生冤假错案的地狱。明清时期，
掌握司法权的奸佞之人任意出入人罪
的故事，同样并不少见。因此，保持
司法的纯良，只靠掌握娴熟法律知识
的司法者在用法之际满怀悲悯之心显
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人是天
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詹姆
斯·麦迪逊语），还需要构建完善的
法律适用规则，将司法的自由裁量权
缩限在合理的范围内。

不过，在规则已经建立，并逐渐

完善的过程中，司法者的主观能动
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清初名臣、文
学家姚文然曾在其《律意律心说》
中论述过“律心”，“此律心者，譬
如一称锤也，存心宽恕者，则用锤
平，且宁于其出也，微失之昂；于
其入也，宁失之沉。若心存苛核
者，则用锤也，出必欲其沉，入必
欲其昂，此非锤之不平也”。司法
官良好的职业素养，无疑能促进司
法更好的发挥定分止争的功能；而
阅读和体会先贤的职业追求，又无
疑是提高司法者职业素养、优化司
法者“律心”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这是我阅读
本书的一点余思。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读《柏桦讲明清妙判》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