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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虽各异 法不可违

公元前536年3月，根据《左传·昭公
六年》记载，“郑人铸刑书”。即郑国执政
子产最早成规模且永久性地公布了国家
法，这是子产于公元前 543 年到公元前
522年在郑国变法的重大举措。当时郑
国国民颇有参政热情，喜欢聚集在乡校
议论国家政事。子产认为这是以民为师
再好不过的机会，主张不毁乡校，韩愈曾
作《子产不毁乡校颂》对此大加赞誉。这
一开放的舆论环境给了民间挑战官方立
法权威的可能，郑国人邓析即制作竹刑质
疑子产所铸刑书。邓析（公元前545年—
公元前501年）曾“数难子产之政”，“欲改
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
之于竹简，故言‘竹刑’”。他甚至聚众讲
学，令子产的继任者驷歂难以应付，于是

“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
年》）“竹刑”应当是邓析招收门徒并传授
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以及承揽诉讼等法
律实践的产物，可以视为最早的广义上的
私家注律。驷歂虽杀邓析，但依然认可竹
刑，乃官方最早接受私家注律之证。

秦汉时期的注律与律注

秦代开始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
师”，帝国意识形态皆由法律文本塑造。
于是，法家十分注重律文的权威释读，作
为基本法律形式的《法律问答》可以算作
是官方律注的雏形。“防民之口甚于防
川”，到了西汉，民间对法家垄断注律权
自然不满，董仲舒对法家发起了挑战。
先通过“引经决狱”实现了儒家参与司法
并协调疑难案件的目的，博取帝王和民
众的好感，进而以“引经入律”直接将儒
家经义转化为立法。经义往往微言大
义，甚至诘屈聱牙，这是为儒生继续注律
而专门设计的。儒家“引经注律”开始全
面掌控国家法制。武帝设置“五经博士”
后，通经致用成为察举制下士人飞黄腾
达的必经之路。于是，经学大兴，附庸经
学的汉代律学，以章句之学来注律在东
汉开始盛行，私家注律之风席卷全国。

经学在两汉又大致分为今文经学与
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派注重从经文
中阐释孔子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
而古文经学派注重对发掘的战国古经文
的本义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直至东
汉末年，两派仍然争论不休。东汉诸儒
章句十有余家，既有世代注律，传为佳话
的如杜周、杜延年父子的“大杜律”与“小
杜律”，亦有博通儒家经典、各承师法的
如叔孙通、郭令卿、马融等，律学遂成为
经学的一大分支而得以发展。由于师法
与家法对儒家经义理解各自不同，致使
各学派和各家对法律的解释均有不同。
这一方面促进了律学的形成与发展，另
一方面使得律令日趋繁杂而混乱。据

《晋书·刑法志》载：“若此之比，错糅无
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通、郭令
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
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
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
百余言。”当时身为一介草民的经学大师
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将
二者加以融合，使经学暂时进入了统一
时代。并且，他对汉律诸多原则、制度、
概念作了注解，且经皇权确认成为权威
性解释深刻影响了后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律
与律注

三国曹魏时期，因律学章句“言数益
繁，览者益难”，曹丕即下诏“但用郑氏章
句，不得杂用余家”。即依靠君权强行统
一律注适用标准。西晋之时，律学已从
经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一体，主要体现为
注释内容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从单纯的
解经方法转变成为以探究立法技术、刑
名原理、定罪量刑原则以及法律术语的
规范化为核心的法律之学，这为律注的
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律学开始
成为名副其实的注释律学。如张斐的

《汉晋律序注》《律解》、杜预的《律本》、贾
充和杜预合著的《刑法律本》等。

郑玄注律虽被视为律注的权威标
准，但律注与律文仍是分离，律注仍为私
家所著，事后才被官方认可。而张斐和
杜预为《泰始律》作注，经晋武帝批准一
并颁行，律注与律文具有了同等的法律
效力。当时张斐为廷尉明法掾（是中国
古代官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多用于大
理寺内置此官），杜预为河南尹（是中国
东汉时期的官职），均为官方注律，而且
是立法者撰写的律注，相当于立法解
释。这与作为民间儒家大师的郑玄注律
颇有不同。南朝萧齐曾试图把张裴、杜
预的注解与晋律合为一书，但未能执
行。注律的习惯以及对律注的依赖依然
是南朝律典适用过程中普遍的现象。南
梁律便是按萧齐的设想根据“张杜律注”
的底本修订晋律的，将不少律注内容加
入律条，律注与律条相互杂糅，难以区
分，致使条文从《泰始律》的 600余条增
加至2500余条。

北魏首开北朝重视法典编纂之风，
从 398年至 479年《北魏律》历经 90年改
定而成，延续了《泰始律》20 篇的体例，
条文增加了约 200 余条。此后的《北齐
律》共949条，在《北魏律》基础上增加了
100余条，并将 20篇压缩为 12篇。为吸
引汉人士族阶层支持，北周按《尚书》《周
礼》起草法典，为了与《尚书·大诰》相当，
将《北周律》称为“大律”，共 25 篇 1537
条，条文比《北魏律》增加了近一倍，可谓
今古杂糅，烦而不当，礼律凌乱。由于北
朝十分注重编纂律典的政治意义，即争取
汉人对北朝的统治认同，所以不断增加的
律条内容很可能杂糅了汉代以来的律注
和儒家之礼仪规范，而部分律注已经被参
与立法的汉族儒生融合到律条之中了。
此后，隋文帝将《开皇律》的条文控制在
500条，即在效仿《北齐律》12篇基础上缩
减了一半律条，成为唐律（《永徽律》）的母
板。因《唐律疏议》素有“一准乎礼”的美
誉，所以《开皇律》删掉的法条多为《北齐
律》所接受的西晋以来的律注。

唐宋之际的律注与注律

《永徽律》的形式的简约给司法的统
一带来了困扰。形式的简约无法满足司
法实践对确定性律条的需求，于是，唐高
宗再次把眼光放在高祖、太宗早已忽略
的律注上。同时，结合张杜律注，发展出
了一种新的官方解释律文的种类——律
疏。律注与律文开始合二为一，律疏附

于律文之下。“疏”本义为疏通之意，引申
为对问题的分析，成为当时注释古籍的
一种体例。汉代臣僚上书有时称上疏，
以此分析问题的奏章被称为疏。自唐宋
以后上奏皇帝的文书统称奏议，多数称
为奏疏。“律疏”即是臣僚向皇帝上奏解
释法条的奏疏。元代之后，因律文后的
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故合称为

“疏议”，唐律也就被称为《唐律疏议》：唐
律乃“律文”的代称，“疏议”乃“律注”的
代称。“议”即表明此“疏”为讨论之后的
结果，让法典保留了大臣对律文的看
法。当时唐高宗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
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
释，“条义疏奏以闻”，参与律注之人的范
围更广，颇有些民主立法的味道，乃唐初
较为开明的政治环境所致。同时，注律
权被收归中央，正式成为皇帝立法权的
一部分，律注由个人解释变成了集体解
释，最后再由皇帝个人认可。律疏之外，
尚有“问答”，进一步解释律文，乃继承秦
代《法律问答》之形式。

《宋刑统》在唐律各篇下分 213 门，
便于统类，又增加“臣等起请”32 条，针
对北宋特有的情形进行专门规定。宋承
唐制，“臣等起请”可以视为唐律的“疏议
曰”，都保留了大臣集体研讨进奏的痕
迹。因宋代格外看重例，例开始进入法
律渊源的行列，敕例并行，可见例之地
位。例主要是断例，体现了法司刑名士
大夫官僚的意志，其他的法律形式如指
挥、申请、看详均体现的是士大夫官僚集
团针对某事或某项法令所作的批示或解
释，可视为广义上的官方注律，但并未融
合到法典之中，尚未形成律注。这种官
方解释的多样和繁荣，得益于自北宋开
始确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制，士
大夫官僚集团的意见能够干预甚至主导
宋代法制或政治。

明清之际的律注与注律

元代统治者对繁杂的立法并不习惯
甚至厌恶，钟爱用“一事一例”的方式来
应对帝国法律事务，并以“断例”名之，例
继续成为主法被适用。明太祖恢复汉
制，在吴元年律令颁布后又编撰《律令直
解》为其注释，以便百姓周知通晓。至洪
武三十年（1397年）将《钦定律诰》147条
附于律文460条之后，正式颁布天下，命
子孙守之，永世不得更改。为了应对时
局变化，后世君主只能继续适用例，又称
条例，包括判例和编纂而成的事例。到

明朝中叶，条例日渐繁杂，“一事三四例
者有之”，以例代律，以例破律者亦有
之。于是，弘治年间为规范例的适用，将
诸多条例加以编纂，形成《问刑条例》。
虽为副法，但它几乎是当时主要的用法
依据。万历十三年（1585 年）条例数增
至 382条，并以“律为正文，例为附注”，
将条例与《大明律》合编刻印，称《大明律
附例》。附例可视为官方对律文的注解
和释义。因谨守祖制，明代官方极少对

《大明律》作统一解释，仅在明初为了普
法才编著过《律令直解》，但内容多为户
律等节录，并未作充分疏解。官家律注
不太发达，但私家律注远胜于唐宋，律注
成果多达90余部，这与当时社会经济发
展和经世致用思想密切相关。尤其是私
家独创的“集解”“谨详律意”等形式，共
同疏解律例，为清代官方所继承。然而，
律注成果虽然不少，但始终未能形成官
方“定本”，反映出立法者对《大明律》的
谨守和对法律解释的谨慎。

明代律注多以“集解”命名，私家注
律者往往科举出身，常任职于地方和法
司机关，少有儒学大师。（李守良：《明代
私家律学的法律解释》，《中国古代法律
文献研究》2012年第2辑）最为著名的当
属《大明律集解附例》，它编纂于万历年
间，由时任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郑继芳等
3人订正，浙江布政使洪启睿等 11人校
定。该“集解”标明明确出处的有 8家，
可见明代律注多为集体成果，意味着集
思广益有助于提升法律适用的水准是当
时的普遍观点，乃古代经注传统在法律
上的延伸。与《唐律疏议》不同的是，既
然是集体解释的集合，当然会容许不同
意见，因《唐律疏议》乃官方定本，旨在统
一司法适用标准，疏议中就不能反映法
律解释的不同意见。（张伯元：《〈大明律
集解附例〉“集解”考》，《华东政法学院学
报》2000年第6期）

清代依旧采用比附定案，用以比附
的案件称为“成案”。随着成案的不断增
加，刑部遂将某些成案简化为条文，经皇
帝批准后附载律文之后即为“例”。顺治
四年（1647年），详译明律，颁行《大清律
集解附例》459条，附例 434条。《大明律
集解附例》所增小注多保留，其中不乏明
人王肯堂注律的观点。因顺治律条文渐
不应时，加之条例新旧杂陈，法司无所适
从。律乃祖宗成法，不可轻易增删，于是

“例”既可补充律之不足，又可经常修
订。结合自顺治律以来近 30 年的司法
实践状况，康熙十八年（1679年）出台了

《刑部现行则例》，共264条，它所举名
目皆为顺治律所无，为大清自创之
例。此后则例之纂定，一秉于此。清
人沈之奇所著《大清律辑注》开始受到
重视，《大清律辑注》涉及律文458条，
条例 480 条，可谓全面细致。刻印后
即被奉为私家注律权威，虽无官方认
可，但被司法界广泛采用，对雍乾两朝
立法亦有影响。（张晋藩：《清代律学兴
起缘由探析》，《中国法学》2011 第 4
期）雍正三年（1725 年）清廷颁布了

《大清律集解附例》，共30门436条，附
例824条。因清代从未有过诸家律注
汇集解释，乾隆五年（1740年）将律名
中“集解”二字去掉，将附例增至 1049
条。例文的不断增加意味着自清代中
期以来，以例代律，有例则置其律的现
象层出不穷。在乾嘉考据学派的助推
下，律例考证成为注律的经典形式，且
官私并举，盛极一时。为了控制例文
增长，乾隆之后的例均实行“五年一小
修，十年一大修”。至同治九年（1870
年），例增至1892条，所增之例依然可
视为广义上官家律注之成果。

综观中国古代的注律与律注史，
私家注律在先，而后官方为应对律文
所不周而效仿，主动以法律解释作为
广义上的官家律注。私家注律渐成规
模，律学开始萌芽，附庸经学，乘引经
决狱之势，到汉代发展成章句律学。
经官方认可，儒生注律成为与正律有
同等效力的法律渊源。魏晋之际，私
家注律自成一体，南朝开始将私家注
律和官方律文合并，但未区分律文和
律注。隋唐精简律条，到《永徽律》始
觉律注对司法适用之重要，因此，官家
律注出现，成就了《唐律疏议》。律文
与律注虽同为一体，但区分明显。宋
承唐制，随着中央专制的不断强化，官
家律注和私家注律始终相去甚远。宋
元兴起用例之风，例遂成为条例作为
广义上的官家律注。明代首重律典，
不注重官家律注，然而为了适应不断
变化的社会，律与例单独颁行，直到万
历年间才合二为一。随着士人思想的
活跃，明代发展出集解注律的新方法，
私家注律勃兴，清代官家律注全面加以
继承。总之，注律发端于民间私家，官
家律注不断吸收私家注律，以满足司法
之需，遂带动律学之昌盛。私家注律与
官家律注并举，官民互动，共同成就了
中国传统精湛的律典与繁荣的律学。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
院）

《一报还一报》是莎士比亚创作的
一部喜剧。该剧讲述了维也纳公爵文
森修借出巡之名，将政务交由大臣安
哲鲁全权摄理。在摄理政务期间，安
哲鲁将公爵束之高阁达十九年之久的
风流罪重新启动，并将致使朱丽叶未
婚先孕的绅士克劳狄奥逮捕入狱，并判
处死刑。克劳狄奥的姐姐伊莎贝拉为
了拯救弟弟，向安哲鲁求情。但表面上
正人君子的安哲鲁却是个道貌岸然、伪
善狡诈之徒，他趁机向伊莎贝拉提出只
有委身于他，方可免其弟弟一死的邪恶
交换条件。最终在公爵的帮助下，伊莎
贝拉挽救了克劳狄奥的性命，并使审判
克劳狄奥的安哲鲁自己受到了审判，

“正义之举最终胜出”。
引发此剧的导火索就是安哲鲁重

启公爵束之高阁的法律。而对于此法，
剧中的人物可谓是情各诡异。从公爵
文森修与托马斯神父的对话中可以得
知，公爵对于十几年来这些法律当作具
文的局面自知难辞其咎。正是公爵自
己的过失与默许，才让这些法律被民众
藐视，不再敬畏，致使民风习于淫佚。
但公爵又害怕把这束之高阁的法律重
新实施起来，会被民众扣上暴政的“帽
子”，所以才让“持身严谨、摒绝嗜欲”的
安哲鲁代理自己的职权，重整法纪。而
安哲鲁初掌大权，一改公爵以往做法，

严厉执行风流罪，并判处克劳狄奥死刑，
以杀一儆百，震慑民众，博取名誉；然而在
见到为弟弟求情的伊莎贝拉后，安哲鲁私
欲暗生，携私枉法，全然不顾尊严和法律，
竟向伊莎贝拉提出把她的贞操奉献给他，
来换取免除克劳狄奥死刑的要求。

而本案当事人克劳狄奥及其姐姐伊
莎贝拉则对此法亦有不同的观点。克劳
狄奥认为自己与朱丽叶情投意合、互许
终身，原本计划完婚，但碍于朱丽叶的一
注嫁奁仍在她的亲友保管之中，想等到
嫁奁正式到朱丽叶手里再举行婚礼。自
己跟朱丽叶要好，致使她怀有身孕纯属
意外，自己犯此风流罪绝非故意，纯属意
外过失；不过克劳狄奥亦认为自己被判
此罪是罪有应得，只得认命：“威权就像
一尊天神，使我们在犯了过失之后必须
受到重罚；它的命令是天上的纶音，不临
到谁自然最好，临到谁的身上就没法反

抗；可是我这次的确是咎有应得”。而伊
莎贝拉却认为自己的弟弟罪不至死。在
向摄政大臣安哲鲁的求情过程中，伊莎
贝拉申辩道，虽然自己也深恶痛绝风流
罪行，希望法律把它惩治。但她却希望
安哲鲁能宽恕自己弟弟的过失。因为在
风流罪成为具文期间，有多少人犯过克
劳狄奥一样的罪，可谁曾经因此而死
去？她不希望克劳狄奥成为第一个安哲
鲁重启风流罪的献祭品。

剧中各个人物对于风流罪的法律情
各诡异，但法不可违，法律必须要执行。
然而对于诸如剧中风流罪这样具文的法
律，该如何执行呢？

法律若长期虚置不用，只会削弱法
律的尊严和权威，正如剧中公爵所言，原
本严峻的法律，是对放肆不驯野马的羁
勒，但长久不施行的话，这些严峻的法律
就会如一头蛰居山洞、久不觅食的狮子

的爪子全然失去锋利那样，而变成毫无
效力的东西，法纪的威严完全荡然无
存。法不可违，成为具文的法律仍旧是
法律，不能因为法律是具文，就弃用，否
则只会滋生罪恶。恰如安哲鲁在拒绝伊
莎贝拉求情时所言，“法律虽然暂时昏睡，
它并没有死去。要是第一个犯法的人受
到了处分，那么许多人也就不敢为非作恶
了。现在法律已经醒了过来，看到了人家
所做的事，像一个先知一样，它在镜子里
望见了许多未来的罪恶，在因循怠息之中
滋长起来，所以它必须趁它们尚未萌芽的
时候，及时设法制止。”

法贵必行。若法律时而沉睡，时而
苏醒，因时因人而异，只会透支民众对于
法律的信任，只会让民众无所适从。成
为具文的法律也要执行，正如剧中克劳
狄奥一案，安哲鲁复苏沉睡多年的风流
罪，整顿法纪，是为了实现法律和社会的

正义，本无可厚非。但具体到克劳
狄奥个案正义中，刑虽严而情不
允。确实如伊莎贝拉所言，在维也
纳风流罪沉睡的十几年中，所犯之
人众多，却无一获刑，唯独自己的弟
弟获罪，这样的法律太残酷了！当
人人都在做国家默许的事情，为什
么唯独到自己这里不行了？这虽然
合法，但确实于情不合，难以令人信
服。法律不强人所难，具文的法律
的执行问题，要兼顾社会正义与个
案正义的统一。既要将沉睡的法律
唤醒，严肃法纪，实现社会正义，又
要兼顾法律苏醒原点时触犯法律的
人的个案正义问题，尤其是那些沉
睡多年之后忽然苏醒的法律执行问
题。法律沉睡和苏醒往复，法律的
应然和实然效力就会飘忽不定，民
众自然无从判断。因是之故，对于
那些在具文的法律睡醒临界点触犯
法律的个案，处罚之时必须合法合
情，略情论法，刑难严而不中；而衡
情于法之中，法明而情亦允。当然
对于具文的法律执行难题更好的解
决之道是对导致具文的法律出现的
机构和个人的严肃追责，杜绝具文
的法律出现，让法律永不沉睡。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法学
院）

——读莎士比亚喜剧《一报还一报》有感
郭富民

近日读作家郭新民的散文
《魂牵神池》，文章里记述了这样
一段文字，读后笔者感触颇多：

“多读书以养才气，慎言行以养
清气，重情义以养人气，能忍辱
以养大气，温处事以养和气，讲
责任以养贤气，系苍生以养底
气，淡名利以养正气，不媚俗以
养骨气，敢作为以养浩气。”

这段文字在文章里用了引号
引着，但作者没有说明出自哪位
学者之手。不论是谁说的，总之
养好了以上这些“气”，对于我
们每个人修身养性、培养品质来
讲，都是大有益处的。

养者，生育繁衍、教育陶
冶、渐积贮存、侍奉保护是也。
这里所讲的“养”，是陶冶修炼
之意。养气，即是涵养气质和意
志。如 《孟子·公孙丑上》 所
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其实，人生在世，当“养”
的不仅仅是“气”，还有许多东
西需要养，例如养志、养廉、养
真、养性、养正、养德、养魄、
养身、养神，等等。至于隐居待
时以养晦，志在守朴以养素，怡
神自足以养和，鲜有进纳以养高
者，那就是更高层次所要追求的

“养”了。
不论是在养什么气，我觉得

必须要具备一个“正”字。没有
正气，要想养得才气清气、大气
和气、贤气底气、骨气浩气，那
是不可能的。一“正”失之，必
然“百邪”来犯。

养气之要在于守静。养生
之道重在养神，养神之道在于
养心，养心之道贵在守静。一
静 获 百 德 。 于 激 浊 之 中 取 其
清，于喧嚣之所处其静。虽贫
不 献 媚 于 官 ， 平 庸 不 嫉 妒 贤
才，怀才不遇，不依附豪强；
拮据窘迫，能安贫乐道。选择
好一生要追求的理想抱负和志
趣爱好以后，遭受了一时的坎
坷，遇到了暂时的困难，都要
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地坚持下
去。《庄子·田子方》第二十一
载：“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
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
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
次。”守静绝不是整天坐在那里
面壁打坐、纹丝不动，而是要

“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为了生
活，每有举措，合规符矩，不悖
常理；远辱近荣，却邪履正；身
体力行，勤劳敬业。用自己的辛
勤汗水，浇灌富裕之花、丰收之
果。

养气美径在于读书。人有三
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
自华”。读不同的书养不同的
气；读好书可以养灵气豪气、大
气侠气、斯文气与浩然正气；读
坏书会滋生邪气低气、乖气戾
气、酸腐气与机巧气。读书要有
选择，扰神乱性、凶杀色情、恐
怖迷信、邪门歪道等内容的书不
能看，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作学
问、搞写作，要凝神静气坚持读
好书；读历史经典，读传世之作。

《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载：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
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
无力。”读书不多，才气不够，底气
不足，笔力不健；写作只有出气，
没有入气，难免内囊空虚，“江
郎才尽”。光有良好的初衷与愿
望，没有实际功夫，没有操刀运
笔，笔下便缺少文采，文章肤浅
苍白。

养气戒躁戒怒。躁则神池不
平，怒则静海摇动。躁怒临头，
气血上涌，莽撞伴随冲动，祸患
平地而起。急躁难当重托，易怒
不领大任。动静举止，必须胸怀
坦荡，笑对人生。贫困不失气
节，富有不丢人格。勤奋敬业，
忠诚本职，不负众望，锲而不
舍；如此，方能业有专攻之日，
学有正果之时。

唐代张皋说过：“神虑澹则
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人
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养得一
身浩然正气和骨气志气，便得到
了为人立世、战胜一切困难的雄
厚资本。君以为如何？

（作者单位：吉林省双辽市
法学会）

近日，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举办的中国报纸副刊
优秀专栏、优秀版面奖评选结果揭晓。中国报纸副刊
优秀专栏、优秀版面的评选工作已举办了多年，今年优
秀专栏、优秀版面的评选分设最佳和优秀两个档次。

经过评选，本报理论文化部主办的《古事今说》专栏（编
辑 李绍华）被评选为 2017 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专栏。

该专栏坚持办了近六年。“古事”者，故事也，是从历史文献中
找出一些与法律有关的典型故事，以读者最易接受的方式阐
明道理，以治身资政。

举办此次评选活动的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是由中国记协主
管的国家一级学会，承担着中国新闻奖的副刊作品初评和中国
新闻奖报纸、通讯社新闻名专栏初评等工作。 （理 文）

2017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专栏、优秀版面奖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1个专栏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