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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贾谊在《治安策》中对商鞅变
法后的秦国社会风气有这样的描述：

（商君之法） 行之二岁，秦俗日
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
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
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
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终不
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
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
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

简译为：商鞅之法行之两年，秦国
风俗大坏。彼时，富家之子长大后即与
父母分家析产，贫家之子则出而为赘
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时，脸上竟露出
施舍之情；母亲来取用扫帚簸箕，竟会
遭到责骂。儿媳抱哺婴儿，与公公并
坐；婆媳不和，便争辩计较。……不知
礼义廉耻，唯崇功利进取，以众凌寡，
以强欺弱，乱不堪言。

在贾谊的笔下，秦人无亲情，无礼
义，无廉耻，智者胜，愚者败，整个社
会崇信勇力，人人趋利。汉初另一位思
想家刘安在《淮南子》中，对秦风的判
断与此近似：“秦国之俗，贪狼强力，
寡义而趋利。”秦国风俗何以至此？贾
谊所言新法“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似将秦风之败归罪于商鞅之新法，这一
推论能否成立？以下笔者试从商鞅变法
过程中所推行的强国弱民、弃教任刑、
尚功利而疏亲情等法律措施加以分析。

强其国而弱其民

商鞅时代，诸侯攻伐兼并，富国强
兵的现实目标下，“立公废私”的“国
家主义”倾向是各国法制变革的共同选
择，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也从政治伦理
的角度提出“公、私之辨”，力倡国家
至上，主张强国、弱民之道。

弱民，即压抑和打击秦国百姓个体
的权利、愿望、能力，甚至剥夺个体的
人格尊严和自主意识，使个体行为和思
想绝对服从于秦国的需要。《商君书》
中有《弱民》一篇，明确将国与民的强
弱关系对立起来：“民弱国强，国强民
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弱民的首要之策，在于控制秦国百
姓的思想、言论，不允许秦国百姓有自
己的思考和独立的意志表达。商鞅说：

“国去言，则民朴”“国好言谈者削”，
他批评一国之内以言说博名的所谓博
闻、辩慧、清誉之士，痛恨舍农游食的
儒家说客，认为这些人烦言饰词，扰人
视听。他反对诗书礼乐和一切私学私
说，提出燔诗书，主张“以法为教，以

吏为师”，即以国家法律、法令为唯一
的知识和学问，而这知识和学问，只可
学读，不可探讨：在变法之初，百姓对
新法议论纷纷，有批评者，有赞扬者，
商鞅以其“皆为乱化之民”而尽施之以迁
刑。在文化上，商鞅还主张“禁声服”，即
禁止华音美服在民间流行，目的在于使
百姓“意壹”，即专心务农——“意壹
则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弱民政策在经济上表现为以强制手
段取消秦国百姓的生产自由，坚持“利
出一孔”，重农抑商。《商君书·壹言》
说：“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
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变法过程中，
商鞅通过奖励耕织、重征商业税、重征
关税、禁商旅、限制人口迁移等一系列
法律措施，打击商业，驱民于农耕，强
制秦国百姓按照国家所划定的唯一渠道
谋生。商鞅还提出“壹山泽”政策，即
由国家垄断山林湖泊资源，统一管理，
禁止私人经营，防止秦国百姓与国家争
利，堵塞农民离开土地的途径：“壹山
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
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
矣。”

在商鞅治理下的秦国百姓，人格独
立和自由被剥夺殆尽，思想、言论、财产、
居住、迁徙等权利尽失，个体生产、生活，
乃至精神领域皆由国家统一安排。

弃教化而任赏罚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在“人性趋利”
的基础上，提出赏与罚为最有效的治国
手段，他们不相信仁义教化的作用。

人人皆自利，是商鞅对人性的基本
判断。他认为：私心、私利乃人所共有，
与生俱来，不可改变。他说，饥而求食，
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是人之
常情；“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人的
逐利之心，就像水之就下一样，是本性使
然，人的一切行为，皆因名、利而发——

“名”者，实亦为“利”也：为恶者，为“利”
所诱，为善者，为“名”所惑，人心无有善
恶，尽在一个“利”字。

基于此，商鞅提出，明君治理天
下，要顺应人性而为，因势利导，人的
私心、私利虽不可消灭，却可加以利
用，使其在符合国家利益要求的方向上
发展。他主张国家悬法令定赏罚，以为
劝、禁之道：欲劝者，赏之，欲禁者，
罚之，以利益得失为核心，使民在利害
权衡中，主动服从国家所确立的行为标
准和价值取向，追逐国家为现实目标在
全社会建立起来的荣誉体系。例如，以

奖功授爵而督农战，人人争而趋之，国
富兵强的结果便水到渠成。为更好地实
现赏罚效果，商鞅主张厚赏重罚，他
说：“赏少，则听者无利也；威薄，则
犯者无害也。”赏罚不厚、不重，难以
影响人们的行为，“赏之使忘死，罚之
使苦生”，才能立竿见影地达到目的。

商鞅视赏、罚为实现天下秩序的不
二法门，赏罚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统一
规定，这便是商君之法的核心内容。对
于仁义道德，商鞅虽未完全否定，但是他
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
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圣人君子或
可自身修养而成，但其对他人的影响力
微乎其微，欲以“仁爱”治天下，更是南辕
北辙。商鞅批评儒家的“假仁义”，认为
其教化理论从根本上背离了人性，他将
儒学所倡导的价值体系视为危害国家政
治的“六虱”，六虱者：礼、乐；《诗》《书》；
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
战也。在商鞅的眼里，以上六端尽为误
国误民之数——无六虱则国必强，存六
虱则国必弱；民，可驱，可诱，而不可教，
欲治天下，舍赏罚二柄无以成。

商鞅的赏罚理论是时代的合理产
物，但是这一理论视自私、自利为人性的
全部，其中的偏颇显而易见。儒家的孟
子以“四端”之心为人之本性，认为恻隐
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
人生而有之。“四心”的存在为儒家仁、
义、礼、智、信伦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
础，为人的自我改造、自我修养和提升提

供了可能。如果说儒家的性善理论着力
于唤醒人性中的善端，那么法家的“人性
自利”说却显然更倾向于激发和利用人
性中的“恶”。在商鞅眼里，人成为纯粹
逐利的动物，人与人之间只有简单的利
益交换，国家的赏功罚罪制度安排，则进
一步将人性中的弱点——自私、贪婪、恐
惧，毫无保留地催发和释放出来，将人性
中的自尊、理性、仁爱、宽容等美好的部
分压抑和忽略；它否定了儒家追求个体
人格境界的努力，否定了人的道德自觉
的可能，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心的高
贵。在法家之法所营造的社会中，人人
汲汲于自利、自保，个体的尊严，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相处将成为奢侈。

尚功利而疏亲情

商鞅承认人的“逐利”之心，但他并
没有为私利留下任何空间，而是一心谋
划如何利用个人的逐利之心使之服务于
现实政治的需要，在他的“公、私之辨”理
论中，儒家所提倡的宗法血缘之亲，也被
列入“私”的范畴，需要取缔。

商鞅说：“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
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如果人人
私其亲，国家和君王的利益将无从保障，
天下也将失去秩序。他主张限制血缘亲
情的存在空间。具体到法律制度上，便
是压缩家族小共同体的规模，压缩家庭
成员血缘情感的需求。商鞅变法中实行
分户赋税制度，“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

者为禁”，规定一家之中有两位成年男
子，必须分家析产，违者，加倍征收赋
税。为了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商
鞅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并在家庭
成员之间、邻里之间、行政和军事组织
内部建立了广泛的连坐机制，鼓励团
体成员互相监督，揭发彼此的犯罪行
为。《韩非子·定法篇》云：“公孙鞅之治
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一人有罪，
并坐其家室”，此为亲属连坐；《史记·
商君列传》曰：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
牧司连坐”，此为什伍连坐。家人、邻
里之间互相监督，一人犯罪，他人有义
务告发，而这告发与否的现实结果，就
是利益的兑现：身显名彰，加官晋爵，
或者诛罚加身，甚至丢掉性命。

经过商鞅的制度化变革，秦国百
姓从家庭小团体中分离出来，成为国
家的编户齐民，这一改革在增加国家
财政收入的同时，强化了国家对个体
小农的身份控制。进一步，通过全覆
盖的监督网络的建立，全体臣民从思
想到行动完全被置于国家的掌控之
下。于国家的战争秩序而言，这无疑
是一个成功的制度安排。但是，这一
制度以赏罚诱迫亲情，以功利驱逐亲
情——不分异者，倍其赋；不告奸者
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
与降敌同罚——无疑是对个体血缘情
感及其核心社会关系的伤害。血缘之
爱，夫妻之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类自然情感，邻里之间，本为守望相
助，而一旦以国家强制力迫使手足分
离，并以相互监视与告发来打造家庭
和邻里关系模式，利益选择将瓦解和
疏离这些基层利益共同体的内部和
谐。一家一族尚且不能和洽共处，甚
至相互告密、伤害，天下秩序将无以
为基，长此以往，国家统治阶级也将
不堪重负。悬赏罚以驱民逐利之法，
实践证明确给本来脆弱的人性带来了
灾难。商鞅的连坐和奖励告奸制度实
行后，秦国告奸之风大盛，而恶意诬
告亦随之而来，为杜绝这一现象，秦
不得不再立“诬告反坐”之法加以严
惩，这便是典型的以刑生刑，恶性循
环。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批
评秦的“告奸”之法，他说：“周之
法则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之
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
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其相
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在《史
记·魏世家》中，司马迁说：“秦与
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

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
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
也。”秦俗之败，由来有自。

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于史有论。
变法专注于农战，其过程中所颁布的
所有赏罚政策与法令始终不离这一中
心。由于顺应了君主集权与国家统一
的历史趋势，变法活动在政治、经
济、军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
最终成就了秦帝国的统一大业。但
是，商鞅变法及之后秦国为治之偏
失，自秦亡以来也一直受到历代政治
家、思想家的关注，对秦政的反思与
批判从未停止。客观而论，秦政之失
德、不义，苛暴虐民，终至江山不
保，与商鞅以来“任法残民”的法家
路线直接相关，而为汉儒所诟病的秦
俗之败也可以从商鞅极端功利主义的
变法导向中找到原因。在“秩序先于
正义”的国家主义目标下，在统一的
国家意志与利益面前，秦国百姓成为
国家富强的工具，商鞅所塑造的国民
形象愚昧而奴性，为了功利可以出让
自由与理性，情感与灵魂，如此个体
所组成的社会，虽可在短时间内因利
益刺激或强权威慑而形成集中统一的
力量，但因其内部缺失了稳定与和谐
的基础，长治久安难以实现。

苏轼有言：“人之寿夭在元气，
国之长短在风俗。”他认为，国家之
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风俗之厚
薄，他特别警示：“道德诚浅，风俗
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所以，历史上的圣君贤士必以仁德为
本，崇礼义，尚廉耻。孔子说：“导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无羞耻之心，何以为人，这样的人
群、社会、国家，何以长久？就此而
言，商鞅的法制理论与实践的教训是
深刻的。

1767 年，潘相于《事友录》中自
叙，正月里，接到报告说辖区发现无名
尸一具，他身为县令，星夜兼程赶到案
发现场，经验尸发现，死者身受多处刀
伤，凶器为鱼刀，当地渔民家家都有。
潘相于是令百姓回家听候官吏上门查
验，查验时故意疾言厉色，营造紧张气
氛，“连点十余户，皆从容呈刀”。到了
陈杰家，陈杰却拿不出刀来，其叔也惊
恐无语。潘相断言，匿刀者即杀人者，
当场将叔侄二人带走讯问。

擒获陈杰，令当地人十分信服，他
们称潘相是包公再世。但潘相并不急
于科罪，而是令旁人退避，仔细讯问陈
杰。陈杰供述，他夜半闻拨门声，急起
床披衣，抓起鱼刀，把门打开，忽被一
人当胸打了一掌，差点跌跤，混乱中乱
刀砍去，那人倒地不起。这时陈杰的
叔叔也被惊醒，二人将来犯者尸体抬
走。见陈杰胸前确实有殴伤，潘相对
他讲，杀盗无大罪，让陈杰回家去找凶
器鱼刀。陈杰家大门紧闭，家人痛哭，
以为陈杰凶多吉少。陈杰之母“开门
见官，即惊跪，泪溢面”，陈杰则坦然安

抚，“母无恐，老爷说我无大罪”，并取刀
呈上。潘相完成了证据搜集，以“盗贼拒
捕，格杀勿论”定案。

[一]

律有明文，“夜无故入人家……主
人登时杀死者，勿论” （《大清律
例·刑律·贼盗·夜无故入人家》），

“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杀之……勿
论”（《大清律例·刑律·捕亡·罪人
拒捕》），此类规定有利于保障古代百
姓反抗不法侵害，是传统立法中可资借
鉴的本土资源，与清末移植近代刑法理
论的“正当防卫”学说与法规相比，虽
采“列举主义”，行文细密有余而概括
性不足，但在个案的判断上往往殊途同
归，不违背民众的正义观与法感情。

然而，回到现实，陈杰之所以杀死来
犯者后选择移尸隐瞒，原因恐怕在于，此
类事件死无对证等，真相不易查明；一旦
不能认定为“罪人拒捕，格杀勿论”，防卫
者免不了要负刑责，甚至有为死者抵命
的风险。清代司法者的经验与实践表
明，一系列因素影响防卫者的罪之有无
与刑之轻重，官吏在关键情节的认定上
往往锱铢必较，判定“格杀勿论”更是相
当审慎。

以成书于道光年间、传抄于一线办
案幕友之手的《刑幕要略》为例，书中介
绍办“罪人拒捕”案应如何迎合律意要
点：（1）死者行迹，即判断拒捕者是否“持
仗”。如持刀拒捕，格杀勿论，不在话
下。但事有例外，“设或罪人（拒捕）竟不
持仗，（防卫者）被揪发辫狠打，情急举足

向踢，适伤（拒捕者）身死，亦可照格杀勿
论办”。（2）身份关系，原则上，应捕之人

“必本官差遣”，格杀拒捕之罪人，方可勿
论，“若捕者非应捕之人，则拒捕不得谓
之罪人”；“罪人持仗拒敌官差，方为罪人
拒捕，因拒捕而被官差格杀，（官差）方得
勿论”。例外是，“盗贼持仗拒捕”的场
合，应捕者不仅限于官差，失主及其邻保
均可自力救济、抓捕盗贼，也就均适用

“格杀勿论”。（3）防卫时机，一则格杀必
须是“不先不后”：“罪人不打之先，我即
格之，非也；罪人打毕之后，我犹格之，亦
非也”。二则事主邻保因盗贼持仗拒捕，
情急之下当场格杀，方可勿论，“非事后
风闻，竟不报官而自往擅杀也”。刑名幕
友熟练掌握律例，经常研读例案，作为辅
佐官员办案的专业人士，注重命案的叙
供作看，避免拟断报中央审核时遭到驳
斥。因而，上述经验总结，折射出当时的
司法实况。

在审查死者“持仗拒捕”行为方面，
如《刑案汇览》卷五十四载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河北省吴某格杀窃贼黄某
案。黄某偷割茅草，见主人吴某捉拿，黄
某举起扁担打过去，扁担被夺走击断，黄
某又捡起镰刀冲上来。吴某只好用半截
扁担格挡，殴伤黄某致其死亡。河北官
员认为案情符合“盗贼持仗拒捕，格杀勿
论”，并且与此前几案情节相似，应同案
同判。刑部司官存疑，理由是所谓盗贼，
事发于白日旷野，缺乏人证，所谓拒捕，
事主并无伤痕。但河北省复查称拒捕属
实，仍照原拟勿论。又如乾隆五十八年
（1793 年）刑部湖广司办理一案，对“持

仗拒捕”作宽泛解释：此案高某偷窃柴
禾，事主潘某人赃俱获，要将高某送官究
治，高某挣脱奔逃，拾石拒掷，被潘某用
柴块格挡、殴伤致死。地方官员认为，死
者高某之举应视同持仗拒捕，潘某无罪，
刑部无异议。

在防卫人与死者的关系与防卫时机
方面，嘉庆五年（1800 年），浙江邱某轮
值防守时，撞见毛某黑夜偷割王某的田
稻。田主王某将毛某告到公堂，列邱某
为证人，毛某起意阻挠邱某出庭作证，便
携扁担带同伙去邱家门前闹事，邱某正
在家削竹子，毛某用扁担殴打他，邱某格
挡（利用工具阻挡对方的攻击）时用刀扎
伤毛某致其死亡。浙江巡抚认为，“格
杀”发生在毛某行窃之后，属“事后擅杀
窃贼”，邱某有罪。刑部复核时则指出，
毛某行窃，实属罪人，在邱某并未当场追
捕的情况下，毛某竟敢“先发制人”前去
挑衅，“较之拒捕格斗情罪尤重”；邱某防
卫杀人，事在仓猝，“以行窃论，则在事
后，以贼人逞凶寻殴论，则实在登时”，符
合“格杀勿论”。又如，《续增刑案汇览》
卷三载，道光十一年（1831年）刑部安徽
司办案，主张“抢窃事同一律”，邻佑格杀
强抢妇女、持仗拒捕者，也可以扩大适用

“格杀勿论”。

[二]

上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个案，
可以看作是“罪人拒捕，格杀勿论”律在
司法实践中的缩影。我们可以发现以下
特征：第一，“格杀勿论”体现了古人的罪
过报偿观念：罪人道德上应受谴责，因有

错在先，挑衅被杀，属咎由自取；良民
情急自保，反抗强御，不应担责。这既
有助于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以“杀
人不偿命”的判决震慑潜在的“罪人”，
暗合惩恶扬善的道德判断。清代名臣
钱维城甚至在《杀贼无抵命法论》中直
言，“夫保有身家，安分乐业，此谓良
民，国家所当保护者也……与其惜窃
盗已死之命，何如惜良民未死之命”。
当然，这种极端看法，乃是钱维城鉴于
法规失衡导致“良民杀贼”无罪者少、
获刑者多的现实。这就引向了第二个
特点，即“格杀勿论”的标准相当严
格。古代定律为打击犯罪，以入罪为
中心，以有罪者须送官究治、不得擅杀
为原则，以“格杀勿论”为例外，“非凡
有罪之人，无论何人皆得捕杀，概得勿
论”。换言之，要判杀人者无罪，必须
多方面排除其主观杀意与客观不当，
办案者有必要精密阐释律文，将“情
急”与“理直”作为“格杀勿论”的必要
条件，即确定“格杀”发生在“拒捕”的
当时、当场，面对有犯在先、持仗反抗、
来势汹汹的拒捕者，防卫者或为官差，
职责在身、责无旁贷，或为事主邻保，
利益攸关、不可漠视，无奈采取自保措
施杀伤来犯者，方可免责。相应地，为
了还原“持仗拒捕”“登时格杀”的现
场，司法者必须重视调查取证，探求个
案真相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但这种
细致，亦不乏隐患。如放眼案例之外，
结合司法活动中的官员与刑幕、台前
与幕后，不得不说，办理此类案件的影
响因素更加复杂。最典型的便是司法

者惑于果报，不愿夺人性命，因而流
传“救生不救死”之说，加之老于世
故的刀笔讼师们敢在叙述案情时便
做手脚，与吏胥等勾结高下其手，迎
合“格杀勿论”律意，其结果也许是
不论律条多么严密、前人总结的经
验多么细致，上有规则，下有对策，
各地办案“移情就例”，案情如出一
辙，刑部便无从真正审核，律意也无
从真正落实。

从法律文本到现实生活，办案
者要了解律例，但不可太过拘泥，
借用光绪年间编辑包括 《刑幕要
略》在内《入幕须知五种》读本的
张廷骧“赘言十则”：“律例如古方
本草，办案如临证行医，徒读律而
不知办案，恐死于句下，未能运
用；徒办案而不知读律，恐只袭腔
调，莫辨由来。”如何读懂律、办
好案，实现公平正义？张廷骧的解
答朴实无华：小民无知犯法，情亦
可悯，务宜细心体察，要之，“平
恕二字，为千古治狱要诀”。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
院）

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于史有论，但其法制理论与实践的教训亦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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