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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生活准则囊括于“情
理法”中，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核心也
在于人情、天理与律法。此处言及“情
理法”，不在于界定概念、明晰关系，而
在于重拾中国智慧。

二战后，美国学者芒福德提出“生
命的更新是时代的挑战，生命的完善
是人类智慧的核心”。而中国自古就
崇尚自我完善，文化内核深处暗含自
我更新、内在约束的意志，外化于国家
治理中便形成了儒家学说，文化上呈
现出丰富、多元、平衡、自信的样态。

相较于日益专业化、全球化、个体
化、碎片化的当下，中国古代生活的准
则是将规则与生活交融于一体，形成
高于知识的智慧。现代社会早已实现
了知识取代智慧。反观中国古代王朝

“一治一乱”的规律，或多或少，乱因是
对生命完善的忽视。谈及治乱，本文
多求诸治“贼”，以宋代为例，一一详
述。

治人情之贼

《说文解字》载：“贼，败也。”《荀
子·修身》有载：“害良为贼。”治贼，反
映到具体的情理中，意寓恢复伦理秩
序的良善。“人情”是社会中普遍存在
的现实情况，在古代语境下，多属于行

为举止合乎伦理。“十恶”就是针对人情
规范的法律规制。人情关乎世情，世情
彰显于规范。面对古代的伦常案件，当
时的司法官员大多适法而断、依法定罪，
或是有法不依、存乎于心，笔者试以宋代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人伦母子”为例来
说明。案情：

马圭之见讼于其母。亟呼气母至
前，询问其状，乃备陈马圭不孝之迹，父
母与之以田，则鬻之，免其营生，则悖之，
戒其赌博，则违之。十年之前，已尝为父
所讼，而挞以记之矣，今不惟罔有悛心，
而且以为怨。其间更有当职之所不忍闻
者。观其所为若此，则是真为恶人，非复
如陈元之可化矣。当职心实忿焉，从其
母之所请，刑之于市，与众弃之矣。早间
其母执至其父遗嘱，哀矜恻怛之情，备见
于词意间，读之几欲坠泪，益信天下无不
慈之父母，只有不孝之子。罔极致恩，马
圭虽粉身碎骨，其将何以报哉！但其父
既有乞免官行遣之词，而其母亦复恻然
动念，不胜舐犊之爱，当职方此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亦何幸其遂为母子如初欤！
今更不欲坐马圭之罪，押归本家，恳告邻
舍、亲戚，引领去拜谢乃母，友爱乃弟，如
再有分毫干犯，乃母有词，定当科以不孝
之罪。所有马早遗嘱，録白一纸入案，更
以一纸付马圭，归家时时诵读，使之知乃
父爱之如此其至，则天理或者油然而生。

母亲控告儿子马圭不孝，十年前马
圭曾被父亲控诉不孝而被惩戒，至今未
曾悔改，判官胡颖认为他是“真恶人”，本
打算定罪不孝，当众责罚。后其母呈递
亡夫遗嘱，满是哀矜恻怛之情，感动了判
官的同时，被害人母亲亦被亡夫所书感
动，不愿儿子受罚。后马圭被释归家，判
官令其常常诵读亡父遗书，另“特支官会
二十贯，酒肉四瓶”给马圭，回家同亲戚、
邻居享用，希望借此实现“迁善远罪之
风，虽素来狠傲无知，不孝不友者，亦复
为之革心易虑”。

此案的处理是典型的伦常与法理的
补充、协调。判官胡颖“惟以厚人伦，美
教化为第一义”，所判“母讼其子而终爱
子之心不欲遽断其罪”，具体实践着“每
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
弟之间，则劝以爱友，于亲戚、族党、邻里
之间，则劝以睦婣任恤”。处理人伦情
常，据法而不逾于矩，治孝于邻里，同时，
注重实现法理一体，维护受害人的权利，
通过情理训诲加害人，以减免刑罚恢复
亲属伦常秩序，践行传统“先教后刑”的
原则。

回归到当下，亲情孝道仍是伦常所
重，虽然去除了纲常刑罚的严苛，但是孝
亲睦邻仍是值得借鉴的文化传统，尤其
是邻里关照，对于我国当下社区文化的
确立有深远的意义。

治“毁则”之贼

“刑杀不正谓之贼”。贼，被直接纳
入法律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逐一完善，
明晰何以为贼，才能有效治理“毁则”之
贼。治贼须法例明晰，程序规制完备，官
吏清明，进而实现社会安定。若社会不
稳定，“毁则”之大贼是治者己身。

律文释义探源，可参见程树德的《律
名考·贼律》，其“贼”取意“叛逆杀伤之
类”，又辑佚文“无变斩击谓之贼”。沈家
本先生在《汉律摭遗》中精辟考述“贼”为

“寇贼奸宄”“杀人曰贼”“毁则为贼”“毁
则坏法也”“杀人不忌为贼”“‘昏、墨、贼、
杀’，皋陶之刑也”“贼，伤害也”“贼，害
也”，“贼仁者谓之贼”“保利非义谓之贼”
是毁则，“贼”是有心伤害之事，比无心情
节严重。所以，法律依照主观恶意，认定

“贼杀人”“贼伤人”“自贼杀”比“斗而杀
人”“戏而杀人”行为严重程度深、社会危
害性更高，因此，欺谩、诈伪、矫制、贼伐
树木、杀伤人畜产、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
陵、背叛、投降、谋反、来诱为间等，均视
为贼。其后律文多有更替，但是法律原

意、词汇意涵得以保存。今日治贼，也许
应注意欺谩、诈伪、杀伤、语言暴力、背叛
等含义。

“治贼”的具体手段依托于司法。宋
代立法与司法有“职分宜别”的传统，“鞠
谳分司”是此原则的代表，呈现了宋代高
超的司法技术，由此寻求审与判的公正
性。尤其是在当时地方长官享有集行
政、司法和军政于一体的权力体制下，实
践这样一种司法审判制度，一定程度上
保障了司法的独立性。以治官调节司法
公正，考核审结案件，纠察错案、冤案，通
过降等续录、增加磨勘年限，甚至承担刑
责。

中国传统司法体系中，地方最高司
法官员既是行政官员也是司法官员，在
享有较大权力的基础上，以加重审判责
任作为限制权力、保证公正审判的实现，
是有其正当依据的。权力部署，权责划
分，权力分配，似乎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审判权之上的永恒论述主题。限制行政
权力干预司法审判，可以说，一直是依法
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键。反观古代
的处理方式，因历史背景和社会境况不
同，也许无法做一个明确的比较。

但是，如何确立法律的公信，如何使
民众信服法律，如何令法律真正地获得
民众发自内心的尊崇，反观司法运行，尤
其刑事司法中的种种弊端，古人在社会
文化环境构建中的作为似乎值得今天的
我们深思。

注重审判过程中回避制度，尤其是
注重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证据的认定。
在证据不清，或者事实不清的前提下，上
奏中央审理的奏谳制度，并没有加重刑
事处罚，反而大多数案件的审理结果是
降低或减轻了处罚。在制度设置上，宋
代已经有类似于“疑罪从无”的审判模
式。

审讯方式的规则化。古代的刑讯逼
供最为世人诟病，刑罚日益文明化，然而

时代变化并未缓解讯问的残酷。相较
于前朝，宋代通过规范讯问手段，在制
度上保护人的生命。较为针对刑讯的
工具、方式乃至部位等等，都会有详细
的规定。有关官员若违反相关规定，
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为求供述导致
犯人死亡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有宋
一代，尤其是南宋时期，设置刑讯方
式、方法与监督机制，但是流于弊端，
值得反思与借鉴。

治贼之警示

中国古代“王者之政，莫急于盗
贼”“不僭不贼，鲜不为则”，若“舍
义取利”，多是贼举。中国古代的边
疆安全与社会稳定一直是治国方略中
的两大要点，宋代的贼盗之乱是治理
重心，戒除妖言惑众是社会稳定的基
础，制度上的设置才是治理的根基。
毕竟，古人寿命较短，避开社会动
乱、避免人身伤害，是保全性命的重
要前提。

宋代法律制度为了适应新的形
势，不断调整律则，编敕颁令，制定新
政策。当然，古代因事而治、因时而变
的制度特点延续至今。但是，因人因
地制宜的法律传统并不等于理想治
理，有时甚至是灾难，在作为规则操作
时，需要审慎且警惕。

以宋代“重法地分”为例，犯贼盗
处以重法地之法，“连坐、籍没、配千
里、遇赦不原，使民不得自新”，加上反
复的自然灾害，贼盗叛乱现象日益激
增。此外，当时国家经济不景气，均田
制的瓦解使得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脱离
出来，自耕农丧失了原有土地，而后又
以佃户身份成为租佃关系的一部分再
次融入土地。土地的买卖交易也日益
频繁，经济在早期发展中显得十分活
跃。

但是，这样一种土地贸易大多局

限在有产者、有权者之间，普通百
姓是无力承担这样一种贸易下的大
金额消费的。也就是说，经济繁荣
的最大受惠者并不是平民。而且，
就租佃关系下又破产的农民，在他
们丧失了生活来源时，盗贼成为了
他们唯一的也是最为有效的生存方
式。恰恰是生活的窘迫，加上法律
的严苛残酷，法网的繁密并不能控
制犯罪的肆虐。一方面国家经济的
迅速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日益
高涨；一方面是募兵制下军人社会
地位低下，兵员空缺的状况下，再
加上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有限，国家
需要一种能够迅速获得更多的劳动
力的机制，并且有效的维系社会的
安定，新的调整政策应运而生。

可以说，为了治理不断出现转
变的乱象，古代社会的律则在不断
调整，而大的社会生活的准则在保
持内部稳定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时
世的变迁而调整至最适宜的模式。
比如，宋代在处理伦常案件的刑罚
程度上，轻于前后朝；在处理严重扰
乱社会治安的罪行上，略严苛于前
朝；崇尚律则又适宜于人情，禁戒妖
言惑众，推崇读书、思辨之风，以古
人的智慧，维系着生存的尊严。治
贼，不仅是治理“毁则”之举，也要治
毁智之行，树独立之人格，明是非思
辨之治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古代法》 是英国历史法学宗师亨
利·梅因爵士的扛鼎之作，其影响所及
已经大大超出了梅因所处的时间和空间
范围。而与梅因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马
克思，在晚年研读 《古代法》 时所作的

《梅因笔记》，无疑也大大提升了 《古代
法》 在法学领域之外的影响力。一百五
十多年过去，当我们再从法学的视角品
味这部经典著作，依然能够深切地感受
到其厚重与雄浑。而 《古代法》 也在这
种厚重而雄浑的历史感中让我们深窥到
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
义。

《古代法》书写的历史背
景和历史脉络

按照英国法学家艾伦 （Allen） 的
说法，英国的现代历史法律学就是随着
这本 《古代法》 的出版而产生的。在

《古代法》 出版的 1861 年，正是英国最
为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越是飞速发展
的年代，人们越容易忘记历史，哪怕对
于杰出人物，亦是如此。当时英国最为
杰出的学者和社会改革者边沁，就对法
律史非常不屑，认为其除了可以被批判
外，别无用处。并且建议，完全不顾所
有的先例而把英国法律全部重新写过。
在边沁的影响下，英国确实也进行了大
张旗鼓的法律革新运动。而这一运动反
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法律史的轻
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古代法》 在
某种意义上担当起了警醒世人的时代使
命。梅因在 《古代法》 中表示：“被认
为是科学的东西实际上绝大部分只是一
些 推 测 。” 自 然 法 理 论 中 的 “ 自 然 状
态”就是这样一种虚妄的推测。法学应
该摒弃这些推测，而将其建立在历史与
经验的根基上。正是 《古代法》 的出
版，使英国法学家们终于明白，如果他
们想要更好地理解法律，那么他们必须
进行历史的研究 （Cocks语）。

《古 代 法》 一 书 的 全 称 是 《古 代
法：其与社会早期史及现代思想的关

系》，其内容共有十章。在第一章“古
代法典”中，梅因梳理了早期法律发展
的历史脉络。即，原始法律经历了由

“ 地 美 士 第 （指 称 个 别 的 、 单 独 的 判
决） ”到“达克”（其意义介于一个判
决和习惯或惯例之间） 到“习惯法”再
到“法典”的阶段。当原始法律一经制
成“法典”，所谓法律的自发的发展，
便告中止。于是，梅因在第二章“法律
拟制”和第三章“自然法与衡平”中，
阐述了法律的三种发展手段，即拟制、
衡平和立法。第四章“自然法的现代
史”则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向自然
法理论开炮，为第五章“原始社会与古
代法”得出其脍炙人口的结论而埋下伏
笔。第五章被认为是 《古代法》 的总
论，在该章中，梅因在讨论家父权、宗
亲、妇女权利义务及监护制度等内容的
基础上，得出了“从身份到契约”的不
朽论断，令人信服地概括出进步社会的
历史发展脉络。从第六章到第十章，梅
因则以“从身份到契约”的思想为基
调，梳理了关于遗嘱继承、财产、契
约、侵权和犯罪的早期的历史脉络。

当然，从梅因在 《古代法》 中书写
的历史脉络看，其中并没有涉及作为欧
陆重要国家的法国和德国。更为明显的
是，它跳过了从罗马人到格劳秀斯之间
的几个世纪，缺乏对中古时期法律的历
史脉络的梳理。但遗憾是常有的，带着
这种遗憾去品读 《古代法》，或许读者更
能感觉到，这是一部实实在在的经典著
作。

《古代法》中的历史主义内核

《古代法》 出版的 1861 年，正是德
国著名历史法学家萨维尼逝世的年代。
在当时的欧洲，由胡果开创的德国历史
法学派被萨维尼发扬光大并影响了整个
欧洲，萨氏因而成为历史法学思想的集
大成者。1861 年萨氏去世后，历史法
学的大旗虽由接任其柏林大学教席的普
赫塔扛起，但普赫塔推动历史法学发展

的同时，也使得德国历史法学转向了注
重概念和体系构建的概念法学，德国历
史法学在欧洲的影响由此趋于式微。冥
冥之中，不知是否真的有天意——萨氏
虽去，梅因已来。1861 年出版的 《古
代法》 虽不能拯救德国的历史法学派，
但它却使得历史法学的火种在英伦蔓延
开来，进而继续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
英国学者沃顿在其 《历史法学派与法律
移植》 中就此指出：“要不是萨维尼和
梅因的著作 （即 《古代法》），哪里还
会 有 什 么 18 世 纪 和 19 世 纪 初 的 法 律
史，更不用提更为早期的法律史了！”

作为历史法学的杰出代表，梅因和
萨维尼都有着历史主义的理论眼光，都
反对自然法，都有着相似的理论框架，
都以对罗马法的分析作为重要的基础，
并且都非常重视习惯法。但是，在很多
具体方面，梅因 《古代法》 中的历史主
义，却与萨维尼有着不同。

首先，《古代法》 中的历史主义并
不完全反对自然法。从历史脉络上看，
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是在反对古典自然法
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萨维尼完全不
相信法律是人类自然理性的产物，而只
相信法律是一个国族 （它是在近代才被
广泛使用的术语，顾名思义，同国之
族。国族是以政治、文化等方式将文化
接近的不同民族凝结成为同一国家的族
群概念。） 土生土长的历史的产物。但
梅因并不完全反对自然法，他在 《古代
法》 中直言，自然法“并不完全是幻想
的 产 物 ”， 自 然 法 是 “ 现 存 法 律 的 基
础，并且一定要通过现存法律才能找到
它”，自然法对现存法律具有“补救”
作用。

其次，《古代法》 中的历史主义更
为单纯。华东政法大学的陈颐教授认
为，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是复杂的多重结
构的组合，而在梅因那里, 一切变得单
纯和容易理解。这种气质上的差异，或
许是因为梅因 《古代法》 中的理论前提
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线性的过
程，在起源上不存在实质差异；并且，

现代思想都可以从早期社会中找到渊
源。

第三，《古代法》 中的历史主义对
于法律发展的态度更为积极。从萨维尼
与蒂博的论战中可以看出，萨维尼更强
调民族的习惯法，对于制定统一的德意
志民法典的态度并不积极。但梅因则勾
勒了“地美士第 （判决） ——达克——
习惯法——法典”的法律发展进路，他
对于法典的态度是积极的。并且他还认
为，在制成法典之后，法律自发的发展
虽然中止了，但还有自觉的发展。

《古代法》留下的历史遗产

美国学者汤普森在其 《历史著作
史》 中认为：“梅因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依然是其 《古代法》 ……他把立法史上
丰富的材料当作工具，而不是当作目的
来估价的。他的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结
束 了 奥 斯 丁 实 证 主 义 法 律 学 派 的 统
治。”这一论断为我们发掘 《古代法》
中留下的历史遗产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综观 《古代法》 的全部内容，笔者认
为，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为我们留下
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一方面是其熠熠生辉的历史法学思
想。首先需要提到的当然是“从身份到
契约”的卓越概括。梅因用最精练的语
言对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历程给予了生动
的描绘。尽管 20 世纪以来，随着合同
法领域强制缔约的出现和消费者保护运
动的兴起，劳动者、消费者的身份对契
约的订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有人提
出“从契约到身份”的梅因否定论。但
是，劳动者、消费者的特定身份并没有
凌驾于合同自由之上，对劳动者、消费
者的特殊保护反而从实质上强化了其缔
约能力，从更高程度上坚持了合同自
由，确保了合同正义。因此，梅因“从
身份到契约”的命题仍然具有旺盛的生
命力。其次是其关于法律发展阶段的思
想。梅因关于“地美士第 （判决） ——
达克——习惯法——法典”的法律发展

阶段论，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司法判
决作为法治文明之滥觞的价值，可以
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对于司法判决重要
性的认识。同时，根据梅因的认识，
法典是法律自发发展的最后阶段。因
此，法律的法典化是法律发展中的重
要环节。这一点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
的民法典编纂工作高度契合，或许可
以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民法法典化提供
一定的思想支撑。第三是其法律后续
发展的思想。梅因认为，原始法律在
制成法典之后，法律后续的发展通过
拟制、衡平和立法三种手段完成。其
中的拟制，在英国是判理法，在罗马
法上是“法律解答”。我国最高人民
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也可归入“拟
制”的范畴。就此而言，我国的司法
解释，也是发展法律的重要手段。此
外的衡平，在梅因那个时代的英国，
当然是其衡平法。但对于大陆法系国
家而言，则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
的利益衡量，是法官在个案中对僵硬
法条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妥当调适。在
此意义上，法官在个案衡平基础上做
出的判决，也是法律发展的重要促进
因素。

另一方面是其极具启发意义的研
究方法。首先当然是历史实证主义的
方法。在《古代法》中，梅因的基本立
场是：研究法律，必须以研究法律的历
史为核心，并且应当使用最为真实的
材料进行分析。在《古代法》的写作过
程中，梅因也是这样践行的。他不仅
善用英国的史料，同时对罗马法十二
表法、印度“村落共同体”、荷马史
诗等材料加以善用，极大地提升了

《古代法》 的论证效果。这样的研究
方法，对于我们当下的法学研究，无
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此外，梅因
的比较研究方法也是为后世津津乐道
的方法。作为剑桥大学法学院教授的
梅因，其观察和研究的视角没有完全
局限在英国。在 《古代法》 中，梅因
不仅系统地研究了英格兰的古代法，

同时也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古代日耳曼
法、古代罗马法和古代印度法。并且
专注于对上述不同地域和时代的古代
法的比较考察，致力于发现法律发展
的共同规律。“进步社会从身份到契
约”的论断不仅是历史实证研究的结
论，更是比较研究的结论。正因为此，
即使《古代法》中没有涉及作为欧陆重
要国家的法国和德国，但其结论对于
法 国 、德 国 同 样 是 适 用 的 。 根 据
Cocks 在“Sir Henry Maine——A
Study in Victorian Jurisprudence”一
书中的介绍，梅因在晚年认为，如果非
要把自己归类，他宁愿认为自己属于
比较法学。由此也可窥见梅因对自己
的比较研究方法的看重。

而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对于我
们当前的法学研究有益，同时对于
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也具
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既然大陆法系
国 家 民 法 有 很 多 共 同 的 普 遍 规 律 ，
那么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也可以
比较、吸收、借鉴其他国家民法中
的科学因素，把我国的民法典编纂
成为一部代表 21 世纪民法典编纂的
卓越法典。果真如此，则梅因的历
史遗产就更具当代价值了。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以宋代为例
□ 胡雯姬 赵晓耕

——品读历史法学经典之作《古代法》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的
“人伦母子”案的处理，是典型的伦常
与法理的补充、协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