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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喜怒与一国之法
徐 清

历史上有许多敢于向多数意

见或威权统治说 !不"# 坚持法

律原则的司法官$ 西汉时期廷尉

张释之审理的 !县人犯跸 " 案

中% 一方当事人是当朝皇帝汉文

帝% 其出巡经过一座桥时% 有人

从桥下走出惊吓了御马$ 张释之

认为% 此人违反交通管制法令 %

判处罚金四两$ 文帝认为御马受

惊差点让他摔伤% 量刑过轻$ 张

释之指出& !法律应当为天子和

百姓共同遵守' 现在法律就是这

么规定的% 您要求从重处罚% 不

是让法律失信于民吗("

唐朝的司法官戴胄则对法律

和政策的效力予以了区分' 唐朝

初年有很多官员伪造资历和出身

现象%为此唐太宗颁发敕令%限期

假冒者自首%否则处死' 这时%某

官员假冒资历案发' 大理寺少卿

戴胄受命处理此案% 判处假冒者

流刑'唐太宗大怒%认为他已经下

令不自首的就必须处死了% 戴胄

的判决是让皇帝的命令归于无

效'戴胄指出%!命令%是出于一时

的喜怒)法律%是使国家被天下人

相信的根本原因**我这样裁判

正是为了保全法律的权威' "

在一些涉及情理法冲突的案

件中% 我国古代一些司法官的观

点闪烁着可贵的法律优先的思

想'如徐元庆杀人案中%徐元庆的

父亲因触犯刑律被县尉赵师韫判

处死刑'为了替父!报仇"%徐元庆

将县尉杀死% 自己到官府投案自

首' 当时的皇帝武则天认为徐元

庆的行为彰显了孝德% 应该赦免

其死罪'陈子昂认为%应严格按照

法律规定%对徐元庆判处死刑)但

其行为出于孝道% 处死徐元庆后

可以在其墓地树碑% 表彰他的孝

心' 柳宗元驳斥了武则天和陈子

昂的观点% 认为徐元庆杀害一个

执法官员是对抗法律% 这种行为

根本不值得表彰% 应当依法判处

死刑%彰显法律的威严和统一'

在张释之 + 戴胄 # 陈子昂 #

柳宗元等人的思想中% 可以看到

他们坚持的东西如此一致& 严格

遵守规则和程序% 努力维护法律

权威' 耐人寻味的是% 为什么同

样说 !不"% 一些司法官演变成

了面目模糊的 !清官"% 而另一

些则成了特立独行的 !异议者"(

要知道% 法律世界是在现实

的生活世界之上人为地构造出一

个空间% 从而为利益冲突的当事

人提供了一种纠纷解决的路径 '

通过证据规则# 程序规则# 裁判

规则等% 法律让冲突双方尽可能

平等# 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要求 %

陈述自己的理由% 最后% 由受过

专门法律训练的第三者依法作出

裁判' 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熟悉

的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和判断

或者被证据规则排除在外% 或者

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未加考虑' 从

这一意义上看% 司法过程最终确

认的 !法律事实" 不一定是现实

中的自然事实% 而是通过法律规

则重组的事实) 法律的正义也不

是自然正义的直接呈现% 而是一

个人为终了纠纷的结果 ' 简言

之% 法律应当伸张正义% 但受证

据# 程序等裁判规则约束% 司法

不一定能查清 !事实"% 因而也

不一定能实现 !正义"'

将恪守职责# 忠于法律的司

法官比作!清官"%反映出人们对

明辨是非# 不畏强权坚持为民做

主的官员的期待' !清官"的幸运

在于%忠于法律本是其职责所在%

维护法律权威更是其自身尊严所

系%却往往被赋予刚正不阿#不畏

强权#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个人

英雄主义色彩' !清官"的悲哀在

于% 人们对其全知全能# 明察秋

毫# 足智多谋的期待% 注定与现

代司法的不告不理# 证据规则 #

程序规定相背离% 成为现代司法

官不能承受之重'

在一个弥漫 !清官" 情结的

社会环境中% 一位法官如果以证

据不足# 超过诉讼时效# 诉因不

符合法律规定等判处一方败诉

时 % 完全可能被当事人扣上与

!清官" 相对立的 !昏官" 的帽

子' !清官" 与 !异议者" 的分

野 % 本质上是 !自然事实 " 和

!法律事实 " 的分野 % 是 !善 #

恶 " 与 !合法 # 不合法 " 的分

野' 源远流长的 !清官情结" 混

同了日常生活和法律世界% 模糊

了司法官和一般行政官员的职业

特质% 使得对某一行为的评价更

多地基于朴素的道德观念% 判断

标准是日常生活 !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 的 !情理"% 是因人

而异的 !善恶"% 是出于自我保

护本能和朴素大众价值观的 !是

非"

!

而不是遵从一视同仁的 !合

法" 或 !非法" 的法律标准'

马克斯,韦伯提出
"

!理想的

官员要以严格排除私人感情的精

神去处理公务**不受感情的影

响'" 也许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

促成了凸显司法官个人道德品质

的 !清官"% 以及更加凸显其个

人法律专业技能的 !异议者 "'

然而% 法治社会究竟要 !清官 "

还是要 !异议者"( 也许不同的

人会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从而

导致当代的许多司法官依然徘徊

在法理型司法和实用主义司法之

间% 尴尬而模糊的定位不断削弱

着司法裁判的威信% 也贬损着法

律信仰和法治精神'

“斩首为上功”，世袭制由此终结
———历史学家视界下的中国古代反贪腐史（14）

李传印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 以法家

思想为指导% 形成了任贤举能的

用人路线 % 在官吏任用上重战

功# 重客卿# 重法吏% 把军功和

能力作为选择官吏的重要标准 '

史载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

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

二首者爵二级% 欲为官者为百石

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

也"!"韩非子#定法$%'/史记,鲁

仲连列传 0司马贞 !索引 "也说 &

!秦法%斩首多为上功'谓斩一人

首赐爵一级'"

秦选官重军功+重法吏+重客

士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世袭制的

负面影响% 堵塞了一些无德无才

贵族依靠身份进入行政管理队伍

的路径%选拔了一批贤能之士'这

些贤能之士成为秦日益强大的人

才基础% 也保证了秦代官吏整体

素质% 并大体上能做到清廉自守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0中有关

秦律的内容看% 秦在坚持以农耕

和军功选人的同时% 对于有劣迹

和犯罪前科的人进入官吏队伍进

行了一些限制& 一是因种种原因

被撤职的官吏不能再任用' 二是

一些重要职位不允许任用有犯罪

前科的人'如!史"是世袭的特殊

职位% 但犯过罪而后赦免了罪行

者%只能改任其他官职%不能再担

任!史"'三是正在服刑的罪犯不

得为官 !安作璋 "秦汉官吏法研

究$%' 秦对官吏任用方面附加了

是否有过污点的限制条件% 凡是

按当时的法律和规范认定为品行

不洁者%或被清除出官僚队伍%或

是不能任核心职位'

西汉建立后% 汉高祖十一年

!前
#$%

年%即下诏求贤 '刘邦求

的是天下贤才% 并希望通过由下

而上的推选%以品行+仪表+年龄

等为标准把天下贤才察举出来 '

此举开启了汉代察举任官的先声

!"汉书#高帝纪$%&

经过惠帝+ 吕后和文帝的进

一步发展%汉武帝时期%察举成为

汉代重要的选官任官制度% 这种

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以儒学

伦理为基本标准'/汉书0卷六/武

帝纪0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

相 +御史 +列侯 +中二千石 +二千

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

之士'"

孝廉在汉武帝时成为重要选

官制度后%东汉进一步完善%根据

各州郡人口察举'有学者统计%西

汉共举孝廉三万余人% 东汉察孝

廉四万余人'据/后汉书,左雄传0

载% 为了抑制举孝廉中的舞弊行

为%东汉中期以后%举孝廉者须通

过试家法+ 课笺奏的考试后方可

任官'即孝子廉吏%举荐时二者分

科察举'元光元年!前
#&'

年 %十

一月%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

卷六"武帝纪$%%即举孝科一人 %

举廉科一人' 孝科的察举标准是

善事父母%着眼于修身齐家)廉科

察举标准是清正廉洁% 着眼于经

邦济国'

孝廉是举孝和察廉两个察举

科目的合称'孝廉科的设立%说明

汉武帝选拔官吏时已开始重视道

德心性'元朔元年 !前
()*

年 %%汉

武帝鉴于郡县举荐人才不力 %下

诏规定举孝廉是二千石的重要职

责之一% 如果不举孝则以不敬罪

论处% 不举廉则以不胜任论定免

职'自此%孝科和廉科逐渐被人们

重视%并规定为岁举常科'

另一个选官制度是举茂才 '

茂才又作茂材% 西汉时原称作秀

才% 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的讳

而改为茂才' 茂才是汉代的另一

种察举常科% 孝廉侧重于对人的

道德心性考察% 而茂才则是立足

于对特殊才能的选择' 汉代察举

茂才%突出的是人才的特殊性%即

在某一方面能力超群%可担大任%

属于特科%不定期察举'被举的茂

才既有官员+州郡属吏+孝廉%也

有太学生和平民% 已仕官吏和孝

廉是茂才的主要来源' 茂才察举

严格%地位高%一般都委以重用%

俸禄优厚% 在汉代逐渐成为身份

和地位的象征' 由于茂才多从孝

廉和现任官吏中选拔% 人才基础

好% 而且茂才作为许多官吏追求

的目标% 对现任官吏任职期间为

官表现也有一种无形约束% 因为

如果为官不廉% 可能就难以被举

为茂才% 这对于官吏忠于职守是

一种积极引导'

从文献记载看%察廉吏是汉代

察举岁科之一% 是察举廉吏的意

思% 可能与举孝廉不是同一个概

念'被举荐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

因为他们忠于职守% 为官清廉%勤

勉于政%才被举主作为察举的对象

推荐给朝廷'这种制度实际上起到

了一种强烈的引导作用&只要为官

清廉%就有前途和出路'

汉元帝为了解决那些勤恳实

干+埋头做事+忠厚质朴的官吏的

出路%设立光禄四行科%每年由丞

相+御史根据质朴+敦厚+逊让+有

行四个标准把光禄勋的属官举荐

出来%予以升迁 !"汉书$卷九"元

帝纪$%'以光禄四行举人%也给了

那些踏踏实实做人+ 老老实实做

官的官吏一条升迁之路% 这对于

改变官场跑官要官等不良风气起

到一定的作用'

"供稿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

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课题

组%课题主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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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次追看 "冰山上的来

客$时'也是一个暑气有所收敛的初

秋&在距家
&

公里的一个村庄空旷的

场基上'尽管四周没有高墙'但却没

有弹幕吐槽到处乱飞'更没有基情四

射和男神这样的尖叫&从四邻八乡赶

来看电影的人都特别遵守公德'观影

过程中没人大声喧哗'一般只在高潮

出现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或鼓掌&

第一次独自去镇影剧院看电影

时'又是一个宁静的秋天&尽管是上

午'但在影院灯光变暗(影片即将开

始时' 一个容纳
(+,-

多人的空间顿

时鸦雀无声'甚至连捏着票找座位的

人也像做贼似的轻轻走动&

立秋前的一个晚上'陪朋友去影

院看一部
&.

动画大片' 影院黑暗环

境中'不知是哪位观众的手机屏幕突

然亮起'却遭到邻座几个潮男的鄙视)

有什么好显的*可见'寂静无声地观看

电影已成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公德&

然而'谁能想到 '不久后这种流

传百年的传统观影文化就被颠覆&今

年
*

月
$

日'在南京工作的一位老同

学兴奋地给我发来他正在当地一家

影院观看国产动画片 "秦时明月$的

视频)+壮哉我大秦时*,+前排的美女

看过来'帅哥就坐在你后排 ,--这

些即时吐槽也跟着出现在大银幕的

/0.

屏幕上'再加上影院当时此起彼

伏的尖叫及嘘声'的确令我没反应过

来)这是在影院看电影吗.

没错*只不过他们看的是刚刚成

为焦点的+弹幕电影,&何为+弹幕 ,.

这是一个军事词汇'意为 +以火炮提

供密集炮击,&而+弹幕电影,指的是

+观众在影院观影可以通过短信或网

络与同场观众互动的电影,&

追根溯源'+弹幕,最早出现在日本动漫书评网站+

123412!

34

,&

),,5

年'有好事的日本网民将"粉雪$

67

以+弹幕,形式

传到+

12341234

,'俘获大量粉丝后'+弹幕,便成了该网站的一

种特色&视频+弹幕,通常出现在画面上方'以+飘过,的效果从

右至左逐字展开&起初'+

12341234

,只是将+弹幕,应用于普通

视频资源中'+弹幕,也仅限于观看同样视频网民间的互动&随

着技术的日益成熟'+弹幕, 又被应用到粉丝与偶像互动的网

络活动中'即一些明星在直播时从+弹幕,中选择自己愿意回

答的粉丝提问&这给一些喜欢+宅,的追星族带来一些心灵的

慰藉&初步了解+弹幕,后'便不敢苟同老同学+弹幕给人一种

实时互动感觉(能让观看相同内容的网民产生共鸣'进而互相

学习(交流,的观点'明确回复他)+弹幕实际上就是对视频内容

的再加工'让你有了创作代入感的冲动罢了&而且还可能遮挡

视频内容'给人有本末倒置的感觉,&老同学见我如此怠慢+弹

幕,'很不服气地反问)那为什么+弹幕,一出来就掀起波澜.

我对网络上出现诸如 +随着互联网时代下的社会心态转

变'人们不仅满足于看电影'也需要电影成为被诠释和分享的

话题' 而弹幕电影正好满足了人们这种需求, 的论断颇为质

疑&且不提+弹幕电影,在其发源地日本及互联网发源地美国

仍是+小众产物,'单就身边博客(微博(微信等快速的+后浪推

前浪,情形看'大部分都是抱着+玩,的心态经营博客(微博的&

任何事情沦为+玩,'时间一长就腻'这已成为铁律&这仿佛也

投射着时下热热闹闹的弹幕电影& 作为一种新的观影方式'

+弹幕电影,如仅停留在+玩,吐槽这个噱头上'不要说无法改

变传统的观影文化'其自身命运也不会长久&

文化有活力有魅力'是传播(影响和发挥功能的前提'也

是维护自身阵地的基础& 这也要求我们在电影文化建设和电

影创作中警惕一味趋利(媚俗(浅薄(浮躁(恶搞(收视率为王(

+娱乐至死,等现象发生&

千年前一起交通肇事案
刘鹏飞

公元
5%)

年%也就是唐代宗李豫即位那年的
%

月%在西域

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高昌城%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

故&一男一女两个八岁的孩童%被一辆奔驰的牛车撞成重伤%

引出了一场刑事附加民事的官司'

%

月的高昌城%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市民史拂八岁的儿

子金儿和曹没冒八岁的女儿想子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玩耍

时%被一辆拉土坯的牛车撞伤%两个孩子腰部以下全部骨折%

生命危在旦夕'

肇事人是!行客"靳嗔奴的!年工"+

&-

岁的年轻男子康失

芬'!行客"就是来高昌做生意的外地人%!年工"就是雇佣一年

的长工'这个案件的卷宗是
($5&

年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

文物中发现的' 该卷宗提供的审判程序和处罚原则都比较完

整%揭开了
()--

多年前那次车祸的事实真相%让我们看到了

唐代交通肇事处理的具体方法'

事情发生后%史拂和曹没冒分别向官府提交了呈辞%陈述

了孩子被牛车轧伤的经过%向官府提出了处理的要求%也就是

把雇主靳嗔奴告上了法庭' 史拂的呈辞这样写道&!男金儿八

岁%在张游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碾损%

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元年

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

案件是一个叫!舒"的法官处理的'在案件调查中%舒先是

询问肇事人康失芬%康失芬说牛车是借来的%自己!驾驶技术"

不过关%在牛奔跑的时候%自己!力所不逮"%以致酿成大祸'法

官舒问康失芬有什么打算时%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

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康失芬态度还算可以%就

是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

处罚自己'

按照唐朝法律/唐律疏议0卷二十六之规定&!诸于城内街

巷及人众中% 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 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

等'"在人丛中跑车马而导致他人死亡的%为故意杀人罪%仅比

斗殴杀人罪轻一等'斗杀伤就是故意杀人%最高刑是死刑)比

它减一等%就是流放三千里%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

高等级'一般还有附加刑111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锁

劳动'但受害人伤势尚未确定时%要先采取一个措施%在唐朝

的司法中%这叫!保辜"%待受害人的伤势确定111或死或伤%

再行量刑处理'根据法律规定%康失芬这个案件%保辜期限是

五十日'他今后的命运%要根据这五十日之内金儿和想子的病

情来判断'如果金儿和想子只要有一个人死亡%等待他的应该

是!长流三千里"'

从以上可以看出% 我国古代对交通肇事的处理是非常认

真非常严格的% 也看出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交通肇事案件的重

视程度'当然%唐朝的牛车肇事与我们现在的飙车肇事+醉驾

肇事比起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

法治风景
!

!

文史风尚
!

郭山泽
/

漫画

!

笔下春秋
!

($(5

年的马克斯#韦伯& 其以反对个人情

感与好恶介入政治事务为其代表观点之一&

由祭孔大典想到的
王卫东

$

月
)*

日是孔子诞辰纪念

日'这一天%我国和海外许多地方

都将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 孔子

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有

汉以来%以祭孔为外在表现形式的

尊孔活动一直延续不断%至明清时

已被奉为!国之大典"'进入
)(

世

纪% 大陆也开始由政府公祭孔子%

并引为成例'祭祀作为一项重大典

礼%自有一套仪程仪规%也少不得

带有古风古韵' 悠扬的古乐中%身

着汉服的舞者%峨冠博带%挥羽吹

笙%跳起祭孔乐舞**对此%人们

褒贬不一%更有人提出质疑%认为

祭孔是一场复古闹剧'

典礼仪式% 一般是指人们从

事团体或组织活动的程式化规

范%如升旗仪式+出征仪式+宣誓

仪式等'大至国家+宗教%小至团

体+组织%往往通过一定的仪式来

营造特定的氛围% 使成员或信众

在特定情景下的意愿行为一致

化+群体化%并在一次又一次重复

实践中% 经过长期熏陶% 不断演

绎% 传递团体组织的价值观念和

行为规范% 强化人们的情感归属

和文化认同'

中国素有 !礼仪之邦" 的美

誉% 这是传统文化特别重视礼仪

教化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把

!礼"视为国之根基%儒家经典!十

三经"里%直接规定礼仪的就有/周

礼0+/礼记0和/仪礼0三部%其中的

一些内容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

精神财富'孔夫子一生追求!克己

复礼"%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的实现

有多种途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

是制定礼仪规范%督促人们遵循礼

制的要求'诸如!忠孝仁义"的一般

道德标准%!智信仁勇严"的军中法

则%知!礼义廉耻"的为官之道%以

及!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纲常等等%

都有具体的礼仪规程并由专门的

司礼部门来落实'

仪式作为一种行为和程式规

范%基本特性是庄重%就是要求人

们态度端正%言行稳重%不轻浮'

然而到了
)-

世纪%中国传统文化

遭受了多次断崖式坍塌% 特别经

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在

!破四旧"的同时走上了文化虚无

主义%传统文化被严重破坏%新的

东西又没有建构起来' 人们的生

活里没有了庄重感和虔敬感 %轻

浮的东西日渐泛滥' 比如现在中

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

明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等%

都已经很少能让人感受到有意义

的+有趣的甚至是喜庆的气息%更

谈不上有慎终追远的肃穆和遥吟

俯畅的风雅% 有的只是媒体引领

下的全民娱乐'倒是情人节+万圣

节+感恩节+圣诞节等舶来品%反

而以其特有的形式在我国一些城

市里大行其道'人们不禁要问&难

道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文化吗 (

不宁唯是%在我国%人生中重大关

节点以及日常生活中% 也缺乏基

本的+固定的礼仪规范'如现在有

不少学校都在搞
(*

岁成人礼%这

个想法非常好% 但具体仪式仪程

却不敢恭维'有的地方是穿汉服+

诵论语)有的是集体对国旗宣誓)

还有的则是听一番校长的训话就

算成年了' 更多的地方甚至连这

也省了%根本就没这回事2推此及

彼%现在社会上的政务礼仪+商务

礼仪%公共场合的一般礼仪%以及

婚丧嫁娶+生日庆祝等等%也没有

固定的仪式规范%都是五花八门%

各行其是$如此一来%许多人都不

太讲!礼"了&孩子对父母缺乏基

本的尊重和礼貌% 邻里之间老死

不相往来% 公共场合缺乏公德心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些现

象对我们这个一贯讲究美德和礼

仪的文明古国来说% 实在是个极

大的讽刺$

当然%现在提重建礼仪%不是

要恢复封建社会的繁文缛节%而是

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 !以礼立

人"的思想和!礼之用%和为贵"的

精神$党和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应当

根据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适

当吸纳传统文化中好的礼仪传统%

建构新的礼仪规范体系和有效的

机制%落实到每个团体+单位+家庭

和个人$只有这样%才能重塑人们

内心的信仰%才能构建惠及全社会

的公序良俗%让大家在互助+友爱+

和谐的环境中生活得更有尊严$也

只有这样% 才能承继和光大中华

!礼仪之邦"的传统和荣耀$

今年的
$

月
)*

日是孔子诞

辰
)+%+

周年纪念%秉承弘扬中华

民族美德+ 光大优秀传统文化的

宗旨%各地仍将举办祭孔大典%届

时依然会有金声玉振%韶乐轻歌%

八佾曼舞% 学童唱诗**古风余

韵% 不绝如缕$ 此时此刻此情此

景%不禁想起一位哲人所说的话&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可以深深地

震撼人们的心灵% 一是我们头顶

上灿烂的星空% 一是我们心中崇

高的道德法则$!人事有代谢%往

来成古今"% 历史旷野下的我们%

也唯有凝望星空%脚踏实地%去追

寻梦想+成就崇高$

孔子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