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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治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考量
——从《驳复仇议》中的一个案件说起
陈柳之争折射出的法理
柳宗元创作的驳论性奏议《驳复仇
议》讲述了一个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的故
事。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
掉，具体被杀原因不详。后来徐元庆持
刀伺机杀死了仇人赵师韫，自己捆绑着
赵的尸体到官府投案自首。当时的谏官
陈子昂建议处徐元庆以死罪，同时在其
家乡表彰复仇的行为，并奏请朝廷将这
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
法律制度”
。
柳宗元认为，陈子昂即诛又彰的观
点是自相矛盾的，表彰和处死不能同时
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处死一个受到表
彰的人是滥杀，严重地亵渎了刑法；表彰
一个该处死的人，叫作越礼。应充分考
虑徐元庆作案的动机来确定其弑官的正
义性，不能仅凭《春秋·公羊传》曰：
“父不
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
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等经典著作来
判断徐、赵两家互相杀人的本质属性。
对于本案来说，柳宗元和陈子昂对本案
的基本犯罪事实还是存有分歧的，争议
的焦点问题是徐元庆之父被杀是否正
义，据此来认定徐复仇行为的正当性。
若合法，将意味着徐元庆的弑官行为将
被推崇；反之，即被否定。
柳宗元通过对礼与法关系的辨析，
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
情以正褒贬”的结论，并批驳陈子昂的
“诛之而旌其闾”
论点。因“诛”和“旌”
的
矛盾，并援引儒家的经典著作以佐其观
点，以此驳倒了陈子昂的既诛且旌的处
理方式。笔者通过对《复仇议》和《驳复
仇议》的研究，结合本案，陈子昂对唐朝
刑律和礼治紧密融合，依法对徐元庆的
仇杀行为认定违法行为并处以极刑，但
是对其替父报仇的弑官做法未作合理性
的评价且予以表彰，即提出在处以徐元
庆极刑后，在其墓前立碑表彰，赞颂其高
尚节操，这样不仅彰显了唐朝刑律的威
严，也凸显了唐朝司法对礼治的重视。
看似陈子昂的辩证观点符合常理，既维
护了唐朝统一的法治，又在礼教的基础
上强调遵礼的自我价值。但对本案进行
实质分析后可以发现，陈子昂的观点是
一个伪命题，即未能正确识别和适用礼
与法的关系。礼治是帝王制定用来约束
臣民，使其上进的各项行为准则；
而刑罚
是帝王为了维护统治而制定的对违法犯
罪行为予以处理的政纲。陈子昂没有对

党的十九大报告 8 次提及“协商
民主”
，强调要统筹推进
“政党协商、人
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
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
署下，协商民主既是落实党的群众路
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也
是深化基层群众自治实践、实现和维
护好基层群众利益的客观需要。在各
地广泛开展的基层协商民主和城乡社
会治理的实践中，浙江省诸暨市作为
“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做出了诸多有
益的探索，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镜鉴。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变迁
早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中国
共产党就开始在同其他党派团体和党
外人士团结合作过程中进行协商民主
的实践。当时陕甘宁边区各级政权组
织普遍实行具有民主性质的
“三三制”
政权组织形式，为共产党同各阶级、阶
层、党派、团体和个人协商共事提供了
平台。随着“三三制”政权在边区的进
一步发展，以“一揽子会”
“群英会”和
“座谈会”为主要内容的陕甘宁边区协
商民主制度也应运而生。可以说，陕
甘宁边区民主协商的制度和实践，就
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萌芽和雏形。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具
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不断发展
完善。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党
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制度”
，尤其是提出了包括农村
在内的广大基层要“积极开展基层民
主协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
步将协商民主提升至“我国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
一新高度，要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
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与
此相关，为进一步落实十八大和十八

徐元庆的作案动机进行详细分析就妄下
结论，片面认为只要替父复仇就应被提
倡。这也是柳宗元不赞同陈子昂观点的
缘由。假使徐父之死是因其违法犯罪而
被赵师韫杀死，则徐元庆不能复仇；
若其
因失去父亲而无理弑官，则是严重的违
法犯罪行为，也是非礼教所纳之行为。
反之，应采纳陈子昂的处理办法，
既诛又
旌。
若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来看，当时徐元
庆的行为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有故意
杀人并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主观故
意，并化装成为店员，
持刀伺机将赵师韫
杀 死，足 以 认定其 故意 杀人的 犯罪 行
为。徐元庆的复仇行为可归纳为报复，
对徐元庆的赋刑属于报应（张明楷：
《刑
法学》，法律出版社，2017 年 3 月第五版，
第 505 页—第 506 页），即刑罚是针对恶
行的恶报，恶报的内容必须是恶害，
恶报
必须与恶行相均衡。古代有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杀人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
牙等诸如此类的朴素正义观念。但是在
现今的中国是否还应秉承传统的正义
观？恪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
有
条件的予以吸收和借鉴，因为有些世俗
的观念已成为普通守法者尊崇的道义准
则，若不坚持“三常”
（即常识、常情、常
理）理论 （袁征：
《三常理论与正义标
准》，法律图书馆法律资料库），
就可能会
违背伦理道德，不被社会大众所认可和
遵守。陈子昂不分是非地沿用了三常理
论，既违背了法学的逻辑推理，
也有悖于
三常理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
公平正义，在社会法治进程中充分吸纳
公序良俗，以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的稳定，
并在司法规制中彰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
义的价值，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上足以说明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仅注重法律规范
的完备，也很注重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吸
纳，达到了礼和刑的实质统一。
若徐元庆的犯罪行为还在追溯时效
内，依法应对徐元庆的犯罪行为科以重
刑，不管其杀人的动机如何，
足以认定其
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但不会对其复仇
行为予以表彰，因为被害人的生命权是
不可被他人剥夺的，抑或赵师韫杀死徐
父确属犯罪行为，徐元庆也无权剥夺赵
的生命权。古是今非已成定局，但是徐
元庆的故意杀人犯罪行为是罪不可赦
的，理应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古代复
仇制度被现行的公权力所取代 （袁锦

晖：
《法律与复仇：理性的替代与秩序的
重构》，
《法制与社会》，2011 年 4 月〈上〉，
第 67 页），公诉机关在侦查机关查证属
实后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追究被
告人的刑事责任，抑或附带民事部分则
由被害人及亲属依法提起。现行的刑事
附带民事追责规制要求被害人及亲属被
动通过司法程序实现自己的权益，即主
动复仇变为被动复仇，且受法律规制及
程序的严格限制。

古案今判之趣比
同态复仇是原始社会采取暴力方式
解决宗族和社员之间矛盾的落后方式，
并逐渐被社会成员所接受，逐步演化为
泛化的社会个体复仇。春秋战国时期的
孔子提出的复仇理论成为我国复仇思想
的渊源 （苗鸣宇：
《中国古代复仇制度初
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 年
11 月第 6 期，第 98 页）。
《礼记·檀弓》和
《礼记·曲礼》均有记载，如“父之仇弗与
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
国”。
《春秋·公羊传》皆规定对合乎正义
的杀人是不允许复仇的，若复仇就要处
以极刑。如“不复仇，非子也”。
“父不受
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
之道也。复仇不除害”
。《周礼·地官·
调人》 曰：“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
谐和之……凡和难，
父之仇辟诸海外，
兄
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
从父兄弟。弗辟，
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由反杀
者，
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
不同
国，令勿仇，仇之则死。”诸如此类的经
典著作提倡复仇理念，但是随着法治的
进步，
后被一些朝代视为陋习而革除，
最
为显著的是西汉、东汉、曹魏时期的巨大
改观，明确规定了复仇行为和一般犯罪
行为同样要承担刑责，如东汉光武帝听
取了复仇的诸多弊端后，提出了禁止复
仇的《令》。唐律中也没有关于复仇的专
条。
禁止复仇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法治
进步的重要体现。再看唐朝时期徐元庆
的仇杀行为，已被法律所禁止。虽然唐
朝时期没有复仇的相关法条，但陈子昂
引用之前的经典来表彰徐元庆替父仇杀
行为，有失偏颇，也与时代格格不入，理
应顺应时代潮流，
审时度势，
作出更加合
乎法治和道义的刑罚。相反，柳宗元在
慎用唐律时，
还注重礼的辩论，
对案件的
前因后果作出了缜密的分析，即前提是
厘清复仇是否正义，这直接决定徐元庆

复仇行为的性质。这也是陈子昂的疏漏
之处。即使柳、陈二人对徐元庆的复仇
作出相应的评价，
徐元庆亦罪不可赦，
难
逃被诛杀之命。
分析徐元庆的犯罪事实，不难认定
其蓄谋杀人的犯罪行为，
依照现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
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等相关规定及司法
解释，若徐元庆的故意杀人犯罪的事实
成立，其与赵师韫的矛盾系民间矛盾引
起，
且赵对引发本案有重大过错，
认罪态
度较好，有自首情节，且系初犯和偶犯，
能对赵进行附带民事赔偿并取得其亲属
的谅解，徐很有可能不被判处死刑。不
仅化解了徐赵两家的矛盾，还真正做到
了息诉止争。因为现行法制并不肯定复
仇制度，而是将其作为量刑情节的一个
可考量因素。
一案在古今有不同的判处是法治进
步的必然结果，因为法律这把“规尺”在
不同的时代和国度是有所区别的。同一
客观现象出现不同的法律结果，说明司
法实践不断发生着变化和衍生，逐渐将
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同司法实践紧密融
合在一起。柳宗元的观点与当下的法治
理念比较接近，
但其囿于对礼教的束缚，
还是执意对徐元庆的复仇的褒贬予以评
价。但是在现今的法度下，即使徐的行
为是正义的复仇，亦应在现行的法律架
构内实现其权益。现行法律不仅彰显着
法治社会的威严，同时也在立法、司法、
守法、执法等环节中注重与礼的完美融
合，因为法律规制是严肃刻板的，需将
情、理、法有机融合在相关司法活动中。
社会主义法治视情将社会大众所认可的
诸多促进良善的风俗习惯列为法条，以
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古案今鉴之望
柳宗元和陈子昂对徐元庆复仇行为
的道义评价相悖，古今对其犯罪事实认
定趋同，唯在是否对其行为予以表扬存
在重大分歧，即徐元庆的复仇行为在今
应被否定，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格格不入，
理应取缔这种野蛮、落后的惩
戒方式。复仇是以一种维护秩序极为粗
陋的方式（阮冬梅：
《关于东西方法律对
复仇问题的认知》，
《法制与社会》，2013
年 12 月〈下〉，第 7 页）。若被告人涉嫌犯
罪，
应接受法律的惩戒，
不应适用私刑等

剥夺被告人法定权益的方式满足一己
之愿。在当前的大环境中，我国部分
地区仍然留存着一些陈规陋习，且根
深蒂固。类似徐元庆的复仇行为在今
天仍时不时地上演，这缘于被害人亲
属的落后复仇观念难以根除。
复仇行为能否化解社会矛盾和维
护社会稳定？值得商榷。笔者认为，
需从复仇弊利两方面试析其价值。复
仇是原始社会延续至今的化解社会矛
盾的问题解决方式，
并逐渐被部落、宗
（氏）族及其他社会团体和社会群众所
接受，通过“以牙还牙”
“ 以血还血”
“以命还命”
等暴力野蛮的方式来解决
社会矛盾”
（苏力：
《复仇与法律——以
赵氏孤儿为例》，
《法学研究》，2005 年
第 1 期，第 57 页），
“复仇是文化不开明
时的人民自助行为，到了实行国家司
法正义的时候就成为不法行为了”
（杨
鸿烈：
《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4 年 4 月版，第 69 页）。
复仇看似是公平的，但是如果无止境
的复仇被法律所允许，那么作为社会
单位的个体时刻处在矛盾之中，且矛
盾不断地发生演变并恶化升级，试想
矛盾不解，复仇之路何时了？试想之
后不难发现，同态复仇不仅加剧了社
会的矛盾和当事人之间的恐惧，也是
对司法制度和法律规制的极大破坏
（蒋川：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司法运作
与复仇文化关系研究》，华东交通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不利于案结事了和息
诉维稳。相反，
取消复仇，
既最大限度
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又有利于社
会矛盾的治理。通过权衡复仇正反两
面的价值，足以肯定摒弃落后的复仇
制度的必要性。
本文探讨的重点不是否定传统的
礼治，而是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有机
地将法治和礼治二者结合起来统筹考
量，利用我国优良的传统伦理制度来
治理社会，
力求实现法律正义的同时，
也使社会秩序和谐。故礼与法相互区
别，
又彼此相互融合，
礼法并用成为常
态。在司法实践中，应尽力安抚被害
人及其亲属的复仇情绪，
通过法律和经
济等方式，
大力推进附带民事诉讼调解
的力度，
多方合力抚慰被害人，
其间一
定要讲法律讲策略，
使社会矛盾化解在
萌芽之中。即使难以化解也应依法公
平处置，不得因为被害人及亲属的缠
访、
闹访而作出违背事实的判处。
在立法层面上，立法者应尊重学

“枫桥经验”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实践
□ 马 成 薛永毅

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制度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2015 年，
中共中央和中办、国办先后出台了《关于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关
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前者对
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基层协商等作
出全面部署，是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后者则首次就城乡
社区协商的内容、主体、形式、程序等做
出了系统性部署。此外，2018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也提到，要依托村民议事会、村民理
事会、村民监事会等，
“形成民事民议、
民
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
局”。
由此看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进程中，协商民主显然已经成为我国
民主政治和公共治理转型中的主旨议
题。城乡社区、村庄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也是协商民主的根基。虽不能将中央出
台的上述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与广大乡村
的协商民主实践等量齐观，但中央政策
从宏观布局到细节把握，就协商民主尤
其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进行了精湛的顶
层设计，提供了基本遵循，
确保了基层协
商民主的政治方向，成为乡村协商民主
生成、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推进基层城乡
社会治理的动力源泉。
诸暨市城乡协商民主的探索实践
浙江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先发地，早
在上世纪末就涌现出了以温岭“民主恳
谈”、
武义村务监督制度等为代表的协商

民主的典型经验。新时期以来，诸暨市
探索出以陈家村
“村规民约”、
枫源村“三
上三下”
民主议事机制及诸暨市各级“乡
贤参事会”等为代表的城乡协商民主的
新途径、新经验，涉及城乡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诸多领域。诸暨市
的这些创新和探索，把协商民主与基层
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多元主
体共同协商治理的有效机制，这对于重
塑乡村秩序、推进基层善治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于枫桥镇陈家村
“村规民约”。这
套颇成体系的村规民约，是从 2006 年开
始由枫桥镇陈家村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共同制定的 。 作为村庄管理的“小宪
法”，它从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到协商结
果的执行，通篇都贯穿着协商民主的精
神。在协商主体上，专家学者们亲自操
刀执笔，按理说很容易给人一种不接地
气的错觉。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
整个村规民约的制定过程中，陈家村的
村民可谓是广泛参与其中，充分体现了
民事民议、
民事民办、
民事民管的协商民
主思想，是一个集体协商的结晶。在协
商内容上，涵盖了政治事务、经济事务、
治安事务、文明建设等农村社会治理的
方方面面。可以说，这套体系完备的村
规民约，俨然就是一部农村村民行为规
范的
“小宪法”
。
关于枫桥镇枫源村
“三上三下”
民主
议事实践。该机制的提出，最初是源于
在行政村大规模调整过程中如何有效解
决
“并村又并心”
的问题，
体现了
“群众的

事群众自己解决”
的思想。
“三上三下”
机
制，实质就是一种农村重大村务事项的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机制。这其中，
“一
上一下”
为收集议题，
“二上二下”
为酝酿
方案，
“三上三下”为审议决策。有事好
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该机制使
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由传统的村两委干部
说了算，
转向由村民说了算，
由村民与村
民、
村民与村干部协商说了算。
关于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矛
盾化解体系。
“枫桥经验”
自诞生起，
就强
调依靠人民的力量去化解人民内部之间
的矛盾。新时期，
“枫桥经验”更是注重
通过谈判、协商等非对抗的方式去化解
这些群众中的
“烦心事”
。注重发挥人民
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基础
性、
支撑性作用，
这也符合我国人民当家
作主的性质。目前，诸暨市的各类人民
调解组织达 741 家，2014 年到 2016 年间，
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 38989 件，与
诸暨市法院办结的民商事案件基本持
平。在夯实村、
乡（镇）、市三级调解组织
的基础上，
诸暨市还成立了交通事故、
医
疗纠纷等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委员会 11
家，
培植了枫桥镇
“老杨调解中心”、
璜山
镇
“老朱调解工作室”
等品牌人民调解工
作室 30 余个。以诸暨市交通事故人民
调解委员会为例，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该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调解
案件 18472 起，成功调解 17601 起。而在
2017 年 1 月到 7 月期间，诸暨市全市 98%
以上的医疗纠纷案件、90%以上的交通
事故案件，
分别由医调委、
交调委妥善调

处，当事人到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的只占极少数。
基层协商民主的
“枫桥经验”
协商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
民群众更加直接、
便捷、
广泛地参与到
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中来，让人
民更好的当家作主。诸暨市创新和发
展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取得了积极
的工作成效：
拓宽了群众参与民主的渠道。要
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就必须还权于
民，
让人民进行自我管理。协商民主就
是要求人民能够参与到关系切身利益
的相关决策之中进行商量、
讨论。诸暨
市始终坚持依靠群众，
依法有序引导广
大群众、
外来流动人口、
社会组织等多
元主体参与到基层协商民主中来。这
其中，
一个突出的表现，
就是积极鼓励
以
“乡贤参事会”
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
广泛参与。截至2016年底，
诸暨市已建
立镇级乡贤参事会27个，
村级乡贤参事
会366个，
会员3443名。乡贤组织作为
引导体制外资源进入农村基层的制度
性通道，
增强了基层协商的功能，提高
了治理质量和效果。
丰富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机制。社
区、村庄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
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诸暨市
城乡社区的探索实践，创新和发展了
基层协商民主机制。比如，在协商形
式上，
除
“三上三下”
民主决策机制外，

习礼治的进步理论，并对其进行传承
和发展，将情、理、法等被社会公众所
接受，且又符合法治规律的治理理念
融入到纷繁芜杂的法治实务中（唐菀
泽：
《中国古代复仇问题的法律研究》，
兰州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
希冀被
法律法规汲取并鉴纳为法条。其次还
应注重国家权力在解决纠纷方面的权
威性和法律规范在实现矫正正义方面
的主导性。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刑事惩
戒机制是法治的必然，建立有效的司
法救助制度必不可少，因刑事判罚对
附带民事部分的赔偿的确微不足道，
难以弥补被害人及亲属的损失，若能
通过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弥补这一法律
缺陷，将会对制止复仇起到较好的治
理效果（闭玲玲 ：
《司法 救助制度 研
究》，西南政法大学 2014 年同等学力
硕士毕业论文）。
在执法和司法层面上，法律从业
者应正视群众对复仇的认识，广览古
今法治和礼治典籍，认真研析古今同
案的处理方式，延承优秀的纠纷处理
方法，
灵活运用古今的处事规则，
真正
让法治成为最公平的纠纷解决方式。
应注重对官员违法犯罪的惩处，恪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最大
限度地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综上，徐元庆的复仇行为折射出
礼治在法治建设中的巨大价值，适格
的礼治传统应被传承并引经入典，与
现今法治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是折服
当事人的佳选，且对我国立法、司法、
执法和守法进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和时代价值。
（作者单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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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还广泛推行
“党员群众建议、
村党组织提议、
村务联席会议商议、
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
议和表决结果公开、
实施情况公开”
（
“五议两公开”
）等各具特点的民主
协商决策形式，加强了村民与村两
委会的协商和对话，使得村民真正
成为了村级事务的决策主体。再比
如，
在协商的过程中，
注重国家法与
村规民约兼施，形成了“刚柔”并济
的 互 动 机 制 。 目 前 ，诸 暨 市 全 市
503 个行政村全面完成了村规民约
修订，
这些接地气的
“软法”，
轻则教
育批评、舆论谴责，中则黑榜公布、
微信曝光，
重则取消资格、
损害赔偿
等，
有效推动了村民自我约束、
自我
管理。
预防和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
有社会就必然有纠纷，随着经济社
会转型，矛盾纠纷又呈现出新的时
代特征。对此，
“ 枫桥经验”与时俱
进，
创新发展，
逐渐实现向综合运用
民主协商、利益协调等源头治理方
式转型，通过协商、对话、谈判、沟
通，
舒缓群众不满情绪，
实现矛盾纠
纷的自我消融，维护了基层社会的
和谐稳定。比如，首创“三上三下”
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制度的枫源村，
近十年来共开展了 20 多件村级重
大工程，涉及金额 3000 多万元，但
没有一件工程被村民投诉、
举报，
始
终保持着
“小事不出村”
的纪录。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陕
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