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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诗人笔下的那些妙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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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申冤留誉千古的“况青天”

《吏学指南》云：“剖决是非，著于
案牍，曰判。”判而成文称为“判牍”，
其文词称为“判词”。我国古代判词自
西周起始，历经三千余年而传承于世，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判词风格各有特
点，但其中所具有的法律价值与文学价
值乃至其背后的精神内核却一直得到传
承和延续。特别是自唐代以来，“以判
为贵”，把“明法”作为科举考试的科
目之一，并以“词美”“文理优长”与
否视为评价判词优劣的标准和选拔官员
的重要因素，判词达到成熟和兴盛时
期，呈现出“名家辈出，佳判如云”的
前所未有的局面。其中，很多大诗人、
优秀的文学家本身就是杰出的司法官，
较其他司法官而言，他们更擅长以诗词
的形式作判词。其华美的文学成分使众
多判词成为传世佳作，充分展示了其深
厚的文学、法学修养，高超的驾驭语言
文字的能力，堪称融情、理、法及典故
于一炉的古代判词典范。印度诗人泰戈
尔曾说：“诗人都是法律系逃逸的学
生。”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和法律人确
实也有着共同点，他们都在用双眼洞察
社会百态，用双手来书写对良知的思
考。很难想象，一个对生活没有深度思
考的诗人能够做得出诗篇。同样，没有
对现实的认知，法律人也无法用理性来
触及社会百态。鉴古知今，古代诗人判
词所折射出的传统法文化精神，其中的
精髓仍具有穿越时空的现实价值。

诗词判词言辞华美、文情
并茂的欣赏价值

古代诗人司法官所作判词，别具一
格，独树一帜。其文字典雅、对仗工整、
条理清晰、逻辑严密、音韵和谐、富有情
趣，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如在一代文
豪苏东坡的笔下，判词这种老套的公文
就变得妙趣横生。据宋代《绿窗新话》记
载：灵隐寺僧名了然，恋妓李秀奴，往来
日久，衣钵荡尽，秀奴绝之，僧迷恋不
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不纳，了
然怒击之，随手而毙。事至郡。时苏子
瞻（苏东坡）治郡，送狱院推勘。于僧臂
上见刺字云：“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
世苦相思。”子瞻见招结，举笔判《踏莎
行》词云：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
戒。

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

何在？
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判讫，押赴市曹处斩。
品读这则“以词代判”的判词，可以

说它个性化十足。开头八字，其直白千
古未有出其右者。苏东坡因受佛教家庭
熏陶及天府佛国地缘影响，与佛家结下
不解之缘，在其许多诗词中都蕴含着佛
禅思想。这种人生的成长与感悟造就了
苏东坡对“身在佛门，不行佛事”之人有
偏见，他曾为品行不端的和尚题字：

日落香残，去了凡心一点（秃）；
火尽炉寒，来把意马牢栓（驴）。
称和尚为秃驴是骂称，具有极强的

感情色彩。在此判词中，苏东坡虽改用
“秃奴”，但换词不换意，表达了个人强烈
的感情色彩。再从判词中“修行忒煞”

“云山顶上持斋戒”“空空色色今何在”等
表达，则可以看出苏东坡审案的主观色
彩。原本，这些内容与案件定罪量刑无
关，却对裁判者自由心证产生了重要影
响：苏东坡并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条文，而
是从伦理道德角度进行判决，判完后并
押赴市曹处斩。这种作为诗词大家的个
性化行事方式，使得这则判词流传千古，
为后世所演绎、津津乐道。

与苏东坡一样，清代扬州八怪之一
郑板桥不仅才华横溢，诗书画自成一体，
号称“三绝”，而且还是一位写判词的高
手。《笑林博记》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山
东潍县有一石佛寺和一天月庵，寺庵相
对而建。石佛寺住着众多男僧，天月庵
则住着一些尼姑。一寺僧与一尼姑经常
见面接触，日久生情，偷尝了禁果。不料
此事被人发觉，将他俩捆起来，押到官
府。当时任潍县县令的郑板桥，看到年
轻的男僧和女尼相貌清秀，不像那种油
滑奸刁之徒，便动了恻隐之心。于是秉
性幽默的他竟一反封建杖刑重责的常
规，笔下开释，写一首十分风趣的七言诗
为判词：

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
从今入定风波寂，此后敲门月影遥。
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
是谁了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判讫，当堂宣布让这一对男僧女尼

还俗，结为百年之好。
在郑板桥的众多判词中，留下了很

多让后人读后满口余香、耳熟能详的轶
闻佳话，而这一则判词亦颇为诙谐且富
有文采。它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开明
中掩饰不住的机智、文雅中又暗含着感
情，令人赏心悦目。

判词声调铿锵、富有气
势、文采飞扬、韵律优美的文
学价值

诗人判词其语言有着独特的风格，
制判词者充分发挥丰富的联想，摈弃官
式语言之呆板，用圆滑而优美、典雅之文
风极力阐述自己的独特见解，极具浓厚
的美学意味，又含深刻法意，兼容极高艺
术性的判词，使人领略到五彩斑斓的法
律判决之美。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元
氏长庆集》中的“怒心鼓琴判”。

案情：甲听乙鼓琴，曰：“尔以怒心感
者。”乙告：“谁云？”词云：“粗厉之声。”甲
说乙是以怒心寄于琴。乙认为甲贬其琴
为粗厉声而侵犯于己，有辱其尊，而提出
控告。

判词曰：感物以动，乐容以和。苟气
志愤兴，则琴音猛起，倘精察之不昧，岂
情状之可逃。况乎乙异和鸣，甲惟善
听。克谐清响，将穷舞鹤之态，俄见杀
声，以属捕蝉之思。凭陵内积，趟数外
形。未平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愠。既
彰蓄憾，诅爽明言。详季札之观风，当分
理乱。知伯牙之在水，岂日讲张。断以
不疑，昭然无妄。宜加黜职，用刺褊心。

该判词充满着文学韵味，既阐述了
诗言志、歌言情、言为心声的一般原理，
更叙述了“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
人心感之于物也，帝王者也不过功成而
作乐”的深刻道理。接着元稹通过文学
的优雅表现形式列举了古人以琴写情的
数个典故事例，以此表明琴之所以为艺
术而具有的多种思想情感表达。元稹在
判词中判断乙之“怒心鼓琴”的事实成
立，为此贬黜了乙并批评了乙的狭隘思
想。这种带有文学叙事、文学说理特点
的判词形式特别适用于具有知识背景的
双方当事人，能起到及时化解怨恨之心
的效果。

又如，世人熟知的唐代大诗人白居
易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且有众
多官职在身，一生判案无数。他撰写了
一百多例模拟公堂断案判词，收录在《白
氏长庆集》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卷里，被
后人称为《白居易甲乙判》，简称《甲乙
判》。《甲乙判》里所载的判词，合乎法度
又兼顾人情，且字数恒定、句式整齐，合
辙押韵，平仄对仗，音韵和谐，声调铿锵，
气势充沛，文采斐然而又妙趣横生，读起
来朗朗上口，极富“文字交响乐”的神奇

效果。同时，为克服判词语言枯燥、生
涩、隐晦的缺憾，在论事明理之时，不时
插入一些比喻，使人觉得判词意蕴丰厚，
语句灵动，避免了判词在语言形式上的
呆板之弊，从而使判词更加生动形象，具
有浓郁的审美效果和极强的艺术表现
力。如，《甲乙判》第三十二道判词为：

“识若限于挈瓶，或当害物；道能弘于乐
水，何爽理人。”此处的“挈瓶”出自《左
传·昭公七年》“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
器”，本指汲水用的瓶子，在判词中比喻
贼人之品性低下而又耍小聪明；“乐水”
出自《论语·雍也第六》“知者乐水，仁者
乐山”，本指喜爱流水，在此判中比喻聪
慧、多智。第七十四道判词为：“顾家徒
之屡空，将鬻五亩”，其中“五亩”出自《孟
子·梁惠工上》，指五亩方圆的住宅，在判
词中比喻祖宅家业。白居易在判词中表
示了对丧事活动当事人的哀伤之情的理
解，但也认为不可因丧礼有卖宅毁家的
过分之举，表明了儒家丧事重哀的主张。

在上述判词中运用比喻的手法达到
了化理性为感性、化抽象为形象的特殊
效果。可见，白居易《甲乙判》中的比喻
不仅自然贴切、形象，而且其思维方式和
语言中所蕴含的优美、含蓄的审美情趣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具有极高的文
学价值，故为人们所重视和广为传诵。

判词引经据典、博雅晓
畅、随事立义、合法暖心的法
学价值

在诗人的众多判词中，为了多方说
明事理，证明自己判断的合情、合理与合
法，多引用典故，以此丰富、深化判词的
意义和内涵，用事使典，自然而不雕凿，
确切而不堆砌，晓畅而不晦涩，从而达到
了言能达意、又言不尽意的效果。例如，

《全唐文》卷六十六第一道判词，诗人白
居易通过典故的引用，劝诫甲及其子应
该答应为其前妻、生母庇荫其罪。多方
引文用典，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
法，千方百计地告诫他们要做出明智选
择。

制判事实：“得甲去妻后，妻犯罪，请
用子荫赎罪，甲怒不许”。

判词：“二姓好合，义有时绝；三年生
育，恩不可遗。凤虽阻于和鸣，鸟岂忘于
返哺？旋观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
断弦未续；孔氏出母，疏纲将加。诚鞠育
之可思，何患难之不救？况不安尔室，尽

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
荫？纵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无情？想
芣苢之歌，且闻乐有其子；念葛藟之义，
岂不忍庇于根？难抑其辞，请敦不匮”。

这一约有 107 字的判词引文用
典，至少有以下几个：

“凤虽阻于和鸣”，涉及两个出处：
其一，《诗经·大雅·卷阿》有“凤凰鸣
矣，于彼高岗”之句；其二，《左传·庄公
二十二年》有“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一
句，都是比喻夫妻和谐的意思。判词
在用此典故时，巧妙地用了一个“虽”
字和“阻”字，意在说明甲与妻子现在
虽然没有夫妻关系，但是甲子与其母
的母子关系却天经地义地存续着。

“鸟岂忘于返哺”一句，《初学记》
中有“鸟者犹有反哺，况人而无孝心者
乎？”之说；唐人骆宾王的《灵泉颂》有

“俯就微班之列，将由返哺之情”之句，
判词融二者之语义，是为了告诫当事
人：甲子要有作为人的孝心，必须善待
其母。

“王吉去妻，断弦未续”，王吉汉朝
人官至谏议大夫，《汉书·王吉传》云：

“东家有树，王杨妇去；东家枣完，去妇
复还”。“去妇（妻）”即弃妇。这里以王
吉“去妇复还”，隐含甲妻还有可能返
还其家之意。

“孔氏出母，疏纲将加”，“出母”意
为被父休弃的生母。出自《礼记·丧服
小记》“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作为
继承者，嫡长子对已被父亲休弃的母
亲，不服丧；但是“疏纲将加”，即法律
对其母将会宽宥，希望甲子明白这个
道理，荫蔽母亲。

“鞠育之可思”，出自《诗经·小
雅·蓼莪》。主要抒写孩子对父母的
怀念，以及自己不能终养父母的痛心
之情。其中有：“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诗句。作
者在这里劝诫甲子：母亲的养育之恩
不能忘。

“薄送我畿”一句，出自《诗经·邶
风·谷风》，这是一首弃妇哀怨自己不
幸、控诉丈夫无情的诗歌。其中有“不
远伊迩，薄送我畿”一句，意思是说路
很近，可你只送到门内，太无情义了。
喻指甲不同意其前妻提出“子荫”其罪
要求的行为，是“无恩之甚”。

“曷陟屺之无情”，出自《诗经·魏
风·陟岵》。这是一首抒写役人登高临
远思念亲人的诗。第二章有“陟彼屺
兮，瞻望母兮”之句，作者借诗人怀念

母亲的真情实感，告诉甲子，即使你的
父亲为此而生气，作为人子，你不能忘
却母亲的养育之恩，而对母亲的要求
无动于衷、无所作为。

“芣苢之歌”，“芣苢”是车前子的
别名。《诗经·周南·芣苢》是歌咏采摘
车前子的一首诗，每章都以“采采芣
苢”开始，判词用来说明不要寡恩薄待
有罪之母。

“葛藟之义”出自《诗经·周南·樛
木》。该诗有“南有樛木，葛藟累之”，

《左传·文公七年》记载：“公族，王室之
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
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
判词借这个意思，劝诫甲父子要明白：
荫庇其母就是庇荫其根，情之所至，理
所当然。

这一判词，虽然没有具体的法条
律例所本，但是，制判词者的用意、
判词的内容、典故的选择使用，都符
合唐朝法律的宏旨意向：“德礼为政
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因此，
白居易的判词虽系虚拟之作，却处处
紧扣法令律条，句句合乎礼法旨意。
同时，此条判词中虽然用典不少，但
由于用典精巧贴切，合乎事理法意，
则更显得文意曲则、细致，风格典雅
畅明，充分体现了判词引经据典的法
学价值。

仔细回顾和品鉴中国古代诗人
判词，可以发现当今判决书的“主
文——事实——理由”三段式路径，
其所依赖的文化传承。故对古代诗人
判词加以批判地继承和转化，并应用
于现在的司法判决和法律文书的制作
中，或许会更有利于法治建设。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
旗人民法院）

昆曲《十五贯》塑造的那个清正廉
洁、刚直不阿的人物形象，就是历史上
的苏州知府况钟。况钟前后任苏州知
府时间达 13 年，他整顿吏治，严惩黑
恶，为民申冤，民众称他为“况青天”。

整顿吏治 惩治贪腐

况钟（1383—1442年），字伯律，号
龙岗，又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人
（今高湖镇），他家境贫寒，但从小聪颖
好学。步入社会后在尚书吕震手下做
一名刀笔吏，吕震认为他才华卓越，推
荐他做了仪制司主事，不久又升为郎
中。

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感到
各地郡守大多碌碌无为，经考核发现
多数不称职，苏州等九府又缺少知府，
而这九府又都是重要之地，且很难管
理。于是，明宣宗让六部和都察院大
臣推荐手下廉洁正直且有能力的官吏
补各府之缺。在尚书蹇义、胡濙等人
的举荐下，况钟被朝廷任命为苏州知
府。在赴任前夕，皇帝亲自设宴为他
送行，并颁发了敕书。敕书称：“千里
之民，安危皆系于尔，必使其衣食有
资，礼义有教。”并告诫他要体恤百姓
之疾苦，“均其徭役，兴利除弊，一顺民
情”。

苏州是富庶之地，赋役繁重，地方
豪强勾结一些“官油子”搞文字游戏，
曲解朝廷颁布的法律，从中获利，属最
难治理之地。历任知府中没有干得时
间长的，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况
钟牢记朝廷的谆谆教诲走马上任。没
想到上任伊始，手下人就给了他一个

“下马威”。
况钟第一天到苏州府衙处理公务，

衙门里的一群官吏们全都环绕站立在大
堂上，纷纷请新任知府下达公文判词，一
个个暗地里察言观色，心怀鬼胎，看况钟
如何处理。况钟假装不明白，左右顾盼，
四下询问道：“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知
道，就按你们的意见和主张办理吧。”衙
吏们暗中大喜，私下里纷纷说：“新来的
知府愚昧无能，好糊弄。”

正当这帮人暗自庆幸、奔走相告之
时，况钟突然把他们召集起来，严厉地
说：“先前有一件事应该马上办理，但是
你们却阻止了我；有一件事不应该去做，
你们反而强逼我去做。你们这群人在衙
门中舞文弄墨，颠倒黑白，徇私舞弊，中
饱私囊。按大明法律，罪该当死。”说完，
当场下令打死几个罪恶深重的官吏。对
其他人等，严厉训斥，并且重申大明法
律，严格执行。全府上下为之震惊，全都
奉法行事，不敢再胡作非为。

况钟衙门立威之后，经常微服私访，
发现了不少碌碌无为和贪赃枉法的官
员。他认为沉疴需猛药，于是大张旗鼓
地处死了六个贪污不法的胥吏，连续弹
劾罢免了经历司知事孙福、长洲县知县
汪仕铭、常熟县知县刘正言、吴江县知县
张肃、昆山县知县任豫、长洲县典史薛孟
真等十多人。又对苏州府管辖下的官吏
进行考核，评出等级。经过一番大刀阔
斧的严厉整顿，苏州各级官府风清气正，
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庶使
奸贪无侥幸之门，正人有激扬之志”的风
气。《明史·况钟传》记载：“兴利除害，不
遗余力。除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智破“假县令案”

大明宣德年间，况钟到吴江县调查
案件，住在鸿泰客栈。他发现县衙与客
栈来往密切，自己也屡次被行刺。况钟
根据刺客遗留的线索，明察暗访，顺藤摸
瓜，竟查出一个假县令案。

原来，有一个贪腐成性的县令，在外
包养了“小三”，而冷落了夫人莫遇春。
莫遇春不甘寂寞，红杏出墙，与一位有钱
的商人在一起了。后来，县令发现了夫
人的奸情，想利用职权除掉商人。莫遇
春得知丈夫的阴谋后，拿了一大笔赃款
资助商人到吴江县开了个鸿泰客栈。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年后，该县令
被弹劾，调到吴江县任职，莫遇春与商人
意外相遇，旧情复燃。商人现在是财大
气粗，想雇杀手除掉县令。可是莫遇春
却有她的如意算盘，她还想继续做县令
夫人，以便搜刮民脂民膏，于是就想出了
一招“偷梁换柱”之计。

正当二人密谋时，一个长相酷似县
令的穷书生住进了鸿泰客栈。这个书生
连年参加科举考试，次次都名落孙山，但
是他怀有鸿鹄之志，想当官为民造福。
莫遇春找到书生，说县令是自己的丈夫，
突然患了疯病，如果朝廷知道后，会另派
县令来，新来的知县万一是个贪官，吴江
县的父老乡亲可就遭殃了。于是，莫遇
春提出让书生假冒知县。书生早就想报
效国家，眼下，吴江县连年发生洪涝灾
害，书生就想可利用县令的身份兴修水
利，解民众于倒悬。于是，书生为实现自
己的夙愿，满口答应。就这样，真县令被
关进县衙后院的一间黑屋里。书生当上

了县令。
没想到书生的县令梦仅做了一个多

月，就被况钟打碎了。皇上念及书生假
冒县令的初衷是好的，也没有胡作非为，
而且还作了几件实实在在的好事，所以
既往不咎。书生后来竟考取了功名。

清理积案 为民申冤

况钟前任知府懒政、不作为，加之府
衙官吏奸猾，一些诉讼案件久拖不决，案
件堆积如山，监狱人满为患，有的囚徒在
长期的监禁中死去。民众对此反映强
烈，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况钟上任后，
从民众反映的热点、难点入手，清理冤
狱，为民申冤。苏州府管辖七个县，况钟
决定一个县一个县地解决。他深入到各
县县衙，轮流问案审案，周而复始，从不
间断。况钟上任8个月，就清理了1500
多件案子，且全都处置得当，无一叫屈。

况钟为政，纤悉而且周密。他曾设
置两本簿籍记录乡民的善恶，用来劝善
惩恶；又设立通关勘合簿，防止出纳时行
奸作伪；设立纲运簿，防止运夫偷盗侵
没；设立馆夫簿，防止无理的需求。明代
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有《况太守断死
孩儿》一文，讲述了况钟赴任途中乘船路
经仪真县闸口，发现一“死孩儿”线索，于
是他现场办案，捉到真凶。文中说：“无
不夸奖大才，万民传颂，以为包龙图复
出，不是过也。”赞扬“况青天折狱似
神”。当时的朝中重臣杨士奇曾赋诗一
首称赞况钟：“还捧天书辞玉陛，双为胜
五马悠悠。十年不愧赵清献，七邑重迎
张益州。杨柳翠迷湖上寺，杏花红映水
边楼。到官正是劭农日，郊郭歌谣拥道

周。”把他比作宋仁宗时最有名的“铁
面御史”赵抃和宽政爱民的张方平，此
二人的职位都比况钟高，且都是贤能
之士。

苏州民众三留“况青天”

宣德六年（1431 年），况钟丧母，
按照旧时礼制，他要回靖安原籍守丧
三年（称为“丁忧”）。况钟离开后，苏
州官场沉渣泛起，百姓忧心忡忡。好
多民众担心况钟丁忧期满，调离苏州，
于是想方设法留住他。民众先制造舆
论，编了一首歌谣在大街小巷里张贴
传唱：“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
后。愿复来，养田叟。”然后数千民众
自发地来到京城，请求朝廷留下况
钟。皇帝见民众如此恳切，下旨起用
况钟，特赐驰驿赴任。

宣德十年（1435），况钟进京述职，
苏州人民担心他因政绩优异，升官离
去。况钟起程时，士绅民众都来到官
道上等候，有的还控制况钟乘坐的马
车，有的卧在车辙上，不让况钟离开。
况钟对民众的盛情非常感激，表示绝
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正统元年
（1436年），况钟再次回到苏州。

正统六年（1441年），况钟任苏州
知府届满，政绩斐然，朝廷要重用升迁
他。况钟也要到京城述职，接受吏部
的考绩。苏州士绅百姓听说况钟要离
开苏州，心情非常复杂，既想让他留
任，又怕影响他升迁，纷纷与况钟饯
行，有的言辞真挚，婉言相留；有的痛
哭流涕，不忍其离去。况钟被百姓的
真情所感动，赋诗与民众告别。其中

一首曰：“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
南一寸绵。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
洒酒注如泉。”另一首曰：“检点行囊
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
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况钟
进京后，苏州两万民众上书朝廷，乞
求让况钟继续留任苏州府。况钟在
京城考绩中为优秀，朝廷既要顺从
民意，又要表彰况钟的廉明勤政，于
是下诏授况钟为正三品，继续担任
苏州知府。当况钟再次返回苏州
时，苏州人民喜悦无比，争相传唱着
歌谣：“太守不回，我民不宁。太守
归来，我民忻哉。”

况钟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为苏
州的社会安宁操劳着。正统七年岁
末（1443 年初），况钟积劳成疾，卒
于苏州知府任上。闻知况青天去
世，苏州百姓悲痛不已，市民罢市歇
业，士绅百姓自发地前往灵堂祭奠，
就连附近的松江、常州、嘉兴、湖州
四府的民众，也闻讯赶来吊唁。次
年，当况钟的灵柩从苏州运回江西
老家时，从府衙到枫桥二十里长街，
成千上万的人着孝衣孝帽，走上街
头为他送行。当人们看到随船之
物，除书籍、日用品外别无他物，更
是感伤不已。苏州府七个县都兴建
况公祠，百姓家中均立况钟牌位祭
祀。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图传赞”
碑刻对况钟的赞语是：“法行民乐，
任留秩迁。青天之誉，公无愧焉。”
这十六字赞语，全面地诠释、概括了
况钟的一生。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台儿
庄区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