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仅存37年的法学圣地
———民国法律往事之私立朝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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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东吴 "的说法流

传甚广# 也是多数人对民国法科

教育的初步印象或直观感觉 $这

是谁最先总结与提炼#已不可考#

其实也不重要$ 不过有一点可以

肯定# 尽管民国时期法科教育如

雨后春笋#异军突起#空前繁荣和

热闹# 而且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特

色#但如果用!摇篮"或!高峰"来

形容和修辞#名之所归的#是%也

只能是朝阳大学和东吴大学 $两

所法律院校#一南一北#领先并代

表了那一时期的国内法科教育水

平#即使后来#也无一比肩#更谈

不上超越$

这也是为什么# 曾经的繁盛

与后来的荒芜# 在多年以后仍值

得怀念%想往#甚至崇拜$

陶希圣先生在 &朝阳大学二

三事' 一文中更是谈到#!中国法

学和司法界# 朝阳大学出身的人

才是第一流#亦可以说是主流#法

学教育史上# 朝阳大学应居第一

位"$用顶级形容词来评价朝阳大

学在培养法律人才# 特别是在法

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界两个方面的

突出贡献#确实少见$陶希圣先生

曾经担任朝阳大学的教员# 可能

带有感情色彩#那么#在朝阳大学

建校十七周年之际# 其在世界法

学会海牙会议上被评为 !中国最

优秀之法律学校"#应该比较客观

和中立$

朝阳大学比较务实的办学理

念#为司法实务界#包括立法和司

法#输送了大量急需人才#以至于

有 !无朝不成院"%!无朝不开庭"

之说$

"#$%

年#民国司法行政部举

行第三届法官初试# 朝阳大学录

取学生几近三分之一$

学校创办者之一% 第一任校

长汪有龄以及抗战时期的校长张

知本均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第

二任校长江庸% 学校创办之一的

黄群均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

专兼职教员更是如此# 有的甚至

直接来自日本# 比如# 田冈朝太

郎$就此而言#不管是有意或者无

意#朝阳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

有较扎实的大陆法系传承与特

征# 注重成文法和逻辑推理及思

维方面的训练(与之对应#自清末

变法以来# 在推进近代法制转型

过程中# 实际上选择或者参考了

与传统中华法系比较接近的大陆

法系# 只不过是以日本为介质和

桥梁# 突出成文法典在法律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代表性成果是

南京国民政府以!六法全书"为基

础的法制体系最后形成$无疑#朝

阳大学办学宗旨与同一时期的法

制环境以及社会对法律人才所需

的高度一致性# 注定朝阳大学毕

业生在立法% 司法和法学研究领

域的杰出表现# 因为他们是社会

急需的人才$

不过#严格意义上讲#作为民

国一所私立专门法科大学# 朝阳

大学名气虽然很大# 但在中国近

现代法学教育史上存在的时间并

不长#也没有任何渊源可以追溯$

自
"#"%

年创办至
"#&#

年新中国

成立时被拆并#不足
&'

年)))尽

管培养法科学生的任务被后来中

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所传承# 但作

为一个完整的办学单元# 包括传

承#实际上已经终止$这期间#又

遭遇
(

年抗战#辗转湖北沙市%四

川成都%重庆等地断断续续办学#

实际开展法学教育不过
$)

余年$

而且#当时的法科教育鱼目混珠#

良莠不齐#出现很多!法律夜学"%

!法律晚班"%!法律函授" 等短期

或临时培训)))恰如如今几名老

师#几间教室#就能成立一个法学

院$梅汝 先生在&关于英美法课

程的教本与参考书之商榷' 一文

中写到#!中国法治之所以不能昌

明#法律事业之所以被人蔑视#原

因虽多#而法律教育之腐败#实为

其中主要者之一"$这里的!教育

之腐败"就是指法学教育之乱象$

"#&*

年# 值抗战胜利和朝阳

大学建校
$$

周年之际#时任南京

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居正 #代

表学校董事会校庆致辞# 其中有

几句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耐人

寻味*!本校是私立学校# 没有基

金#所以办学特别困难#请教授也

很困难#本校的毕业同学#个个都

能在社会上奋斗# 但朝阳本身的

基础却还没有建立起来$" 或许#

这就是最好的答案或解释$ 较为

恶劣的环境虽然不是好事# 但的

确能磨砺意志#如果一代接一代#

自然就演变为一种传统# 并沉淀

为文化#无需强制和说教#这其实

就是朝阳的灵魂和精神$

而另一方面# 私立学校自身

的发展规律)))必须竭尽所能地

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

才# 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进

入学校# 才能为学校赢得更多的

捐赠#包括校友%企业等(而优质

的生源和充裕的办学经费# 又为

高质量毕业生提供前提# 从而形

成良性循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

普利斯顿大学# 日本的早稻田大

学等#之所以享有世界声誉#这一

点很关键$居正强调!没有基金"%

!朝阳本身的基础还没有建立起

来"#实际上就说明#当然也是比

较而言# 私立大学更具有忧患意

识和进取精神)))尽管不能一概

而论$当然#当时的朝阳已经蜚声

海内外$

也是在这一年# 学校董事长

居正在总结办学
$)

多年经验的

基础上# 亲自为朝阳大学厘定四

字校训!浚哲文明"#并用三千多

字的长文以演讲形式逐字加以解

释和阐发# 这在民国法科教育史

上恐怕不多见$!浚哲文明"#语出

&尚书+舜典'#用以赞美舜帝的四

种德行$!浚"为!深"#钻研学问应

力求其深(!哲"#知也#求学的目

的在培养智慧# 注重形而上 #即

&论语'中的!或学而知之#或困而

知之"(!文"#道之显者曰文#为学

也重在!文"(!明"#&大学'开篇即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求学之前

要先有至明无碍之心$ 用此四字

作为校训#立意指向很明确#就是

希望学生能培养四种美德$当然#

民国时期著名高校# 一般都有校

训#比如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光与

真理 !

+,-./ 012 345/.6

"

!

东吴

大学的!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

完人"#北洋大学的!实事求是 "#

都很贴切# 有的甚至成为精神符

号$不过#对朝阳大学而言#!浚哲

文明"更能彰显办学个性#也为学

生树立学行圭臬$

回首已经远去的朝阳大学 #

虽然不可复制#也不可模仿#但幸

好有零零散散的记录# 为我们回

味乃至反思提供载体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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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任命“三避”：知易行难
———历史学家视界下的中国古代反贪腐史（15）

李传印

秦汉时期建立了一套较为系

统规范的官吏任用制度# 以防止

官吏在履职过程中因血缘%乡情%

亲情而以权谋私$ 其中任官回避

制度的创设# 对于预防腐败具有

重要意义$ 有些研究者认为任官

回避制度创立于东汉时期#其实#

在西汉时期回避就在职官选任的

实践中被应用$ 也有学者认为自

武帝始
!

朝廷在任命地方官吏时
!

逐步形成了官员任用时避籍 %避

亲%避近的制度$近年来出土的尹

湾汉墓简牍证明了汉代任官要回

避本籍#即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国

守相不用本郡人#县令%长%丞%尉

不用本县人!参见严耕望"中国地

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

度$%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职史

稿$'$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

载!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后

汉书+李固传'载!禁侍中尚书中

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

在继承和总结西汉任官回避

相关做法的基础上# 东汉桓帝时

颁布了 !三互法 "

!

这是中国古

代规定行政官员任职回避的第一

个成文法规
!

标志着任官回避制

度的正式确立$

关于 !三互法" 的具体内容

和条款# 文献记载并不明确$ 从

名称上看# !三互法" 既名 !三

互"# 其任官应该回避的情况如

下* 一是避籍# 即本籍人士不得

到本籍任官$ 二是避亲# 即 !婚

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

临" !"后汉书#蔡邕传$'$ 两州

人士有婚姻关系者# 其本人和家

人不能到对方州县任官# 同时两

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 $ 据此规

定# 一种情况是甲州有人在乙州

任官# 那么乙州人就不能赴甲州

任职( 另一种情况是甲州人士在

乙州任职 # 乙州人士在丙州任

职# 那么丙州人士则不得在甲 %

乙两州任职$ 三是避近$ 汉代地

方长官任职时既要避籍% 避亲 #

还要避近# 一些重要的地区和重

要的关键职位不得由亲近的人担

任 # 如 ! 宗 室 不 得 典 三 河 "

!"汉书#刘歆传$'# 外戚 !不宜

备九卿" !"汉书#冯野王传$'#

不得 !封侯与政" !"后汉书#明

帝纪$'$

值得注意的是 # 汉代的州 %

郡% 县的属吏须用本地人 !"汉

书#萧何曹参传$'# 以解决地方

官吏因避籍而导致对任职地环境

不熟悉的弊端$

从文献记载看 #!三互法 "在

汉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 &后

汉书+蔡邕传' 唐李贤注引谢承

&后汉书'载*汉桓帝时#史弼迁为

山阳太守#其妻为巨野薛氏女#以

!三互法"自上#转拜平原相$因为

巨野属山阳郡# 史弼自请回避其

妻家之籍#这说明!三互法"当时

在官吏任用中得到实施 $ !三互

法"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官吏

任用中的任人唯亲# 但实际操作

中有时也成为打击结党营私的工

具$东汉梁冀被诛#梁冀所连及的

!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

人# 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 "

!"后汉书#梁冀传$'$

汉代创立的任官回避制度奠

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任官回避制度

的基础# 并被历代所继承和不断

完善$ 任官回避制度立意虽然在

于防止官吏之间相互勾结# 但客

观上对于预防腐败有积极意义 $

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汉纪四十

九'讲述!三互法"后评论*任官避

籍%避亲和避近规定#在一定程度

上使地方官吏摆脱血缘% 亲情关

系的影响#能够秉公行政#但是从

西汉中后期开始# 察举征辟制反

其道而行# 已蜕变为贵族官僚引

用亲故%招纳朋党的合法工具#使

官吏选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据 &后汉书' 相关记载# 窦

太后在和帝即位后临朝称制# 其

!父子兄弟并居列位 # 充满朝

廷"# !刺史% 守令多出其门"$

到东汉后期 # 宦官更是遍植党

羽# 宦官单超的 !兄弟姻戚皆宰

州临郡"# 其他宦官也是 !宗族

宾客虐遍天下# 民不堪命"$

!三互法 " 规定任官回避 #

不能不说是在原来的任官制度遭

到破坏后# 对这种政出私门腐败

局面的一种制度上的补救$ 如何

才能真正遏止贵族官僚任人唯亲

的腐败局面# 这是历代统治者不

得不面对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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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卜宪群&

那
个
时
代
与
这
个
时
代
的
偶
像

袁
跃
兴

今年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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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期间%人民网

文化频道推出独家策划"那些年%我

们一起追过的时代偶像$专栏%邀请

国内
$)

位名家 % 讲述他们心中的

(时代偶像)% 旨在回顾我们曾经历

的时代之中人们的精神偶像% 挖掘

这些不同时代不尽相同的偶像身上

所体现的时代的精神气质% 探寻偶

像文化含义的时代演变轨迹*

著名作家+编剧陆天明说%可以

用(疯狂)来形容他年轻时对毛泽东

的崇拜%(我们是真心崇拜毛泽东 %

得不到毛泽东像章都会发疯% 甚至

会做一些疯狂的事% 比如将像章别

进肉里), 这是因为%毛泽东给中国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现在到

偏远的地方% 像藏族& 维吾尔族地

区%到老牧民家里去看%那里还是挂

着毛主席像% 因为他确实给中国带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

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

方方% 说自己的偶像是鲁迅%(我们

这一代人是读鲁迅成长起来的), 方

方不仅喜欢鲁迅的文章% 还欣赏他

的傲骨气质, 鲁迅对她的影响无处

不在,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说自己

的偶像是保尔#柯察金%(保尔#柯察

金对革命的追求和信仰给予我很大

的力量)%(过去%我读"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时%对主人公保尔说的一句

话过目不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

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

应当这样度过- 当你回首往事的时

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

因碌碌无为而羞愧//0所以%我觉

得%人不能平平度过自己的一生%要

对生活和事业充满激情, )

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 国家一

级演员黄豆豆说%(童年时% 我的偶

像是雷锋和赖宁)%(步入社会后%我最敬佩的是那些.平凡但

努力着的人0)%因为(平凡但努力着的人)更加真实也更有意

义%(他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偶像外壳之下% 而更多地是

在过好自己的生活),

从这
$)

位名家所讲述的自己心中的偶像来看% 这些偶

像具有时代的鲜明印记,

今天商业娱乐明星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偶像主体% 我

们不仅追捧偶像% 我们的理想也几乎完全被商业娱乐明星偶

像的光环所代替% 偶像的 (粉丝) 各种形式的追星则构成了

种种世相, 有的因热爱自己喜欢的偶像而把自己的样子 (整

容)成偶像的容貌%有的把自己所有的幸福和快乐与自己所崇

拜的偶像联系起来%有的甚至不顾自身的经济条件%狂热追星

而使自己家庭背上沉重的债务% 乃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种 (粉丝) 对偶像的崇拜% 已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

象% 使不少人这样相信- 偶像明星的价值% 就是一个社会的

文化价值% 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的唯一信念% 就是一个人值得

生活下去的唯一东西,

我们需要偶像和榜样, 与偶像+ 榜样的接触与关注% 就

会受到了精神影响和心灵鼓励, 这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感

情% 这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阶段% 几乎都存在着的心理和情

结, 偶像和榜样可钦佩的品格与人格唤起我们的热情和追

求% 寄托着自己的心灵诉求和精神价值,

偶像的不同形+不同质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迁,虽然当下

的偶像已经变成了充满浓重的商业气息和功利色彩的流行娱

乐符号% 但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期望和寻找, 我们需要清醒的

是%公众面前的风光无限+近乎完美%只是偶像的一个组成部

分而非全部, 他们只是我们一时的精神伴侣%而不是全部,

年纪轻轻何必玩微信？
云翦愁

自从电脑普及之后# 时间由步行变成了飞逝$ 自从手机

普及之后# 时间由飞逝变成一闪即过$ 网络这个词名副其实

至极# 自它朝着这个世界撒开之后# 几乎没有漏网之鱼$

我对新事物永远怀着旺盛的好奇心$ 在网络刚成江湖

时# 我已经混得熟门熟路了$ 博客%

88

% 微博# 这些东西

我已玩得有些倦了$ 后来微信冒出来# 又一个大同小异的社

交工具罢了# 可我最要好的朋友邀请我加微信# 我可以拒绝

工具# 但无法拒绝友情$ 从此通知栏那里又多一对绿色胖气

泡$ 加上企鹅% 空间五角星% 短信方脸% 来电未接# 此起彼

伏# 你来他往# 玩的都是我一个人$ 我被手机 !控" 了$ 真

正有用的信息没几个# 却得实打实花出时间去应付$ 还有那

些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回避这个世界的真相和责任# 却肆意

推销自己的微信群# 不过是一次自我吹嘘的意淫# 避之唯恐

不及成为一种必然$

我说自己很忙#本是实情#却越来越心虚$ 分明觉得浪费

每分钟都是犯罪#却身不由己挂在网上东游西逛挥霍时间$浮

躁的心脏受不了通知栏里那些跳动不已的诱惑*谁来的信息,

什么内容,也许是某人,又有多少个赞啦, --一个贴身的机

器里面装着许多与你有关无关的信息#不看煎熬#看则沦陷$

对于自控力差的人#变身!机奴"顺理成章$

秋天怎么来的# 怎么眨眼就要冬天了, 低头族的世界在

手机屏幕之间# 浑然忘却了身外光阴流转$ 仿佛一低头一抬

头的功夫# 一年已经完了# 而要做的事都还没有做$ 关闭微

信已有半年多# 关闭
88

提示音也已很久$ 除了闹钟和来

电# 其他一律调静音$ 世界清静了# 时间也没快得那么令人

恐慌了$

一个不怎么熟的
8

友#无比执著地在我!说说"后面留评

论#诉说他想加我为微信好友的愿望$ 我如实相告#我不上微

信很久了#信息太杂#没时间$不过感之热情#特地又专门为此

事上了一次微信加了他$纯粹形式而矣#因我到现在还是不上

微信$ 才看到一个新闻讲#女孩在微信里炫富#结果被微信好

友劫杀$ 其实一个
88

足以满足正常网络社交所需#微信不

过是电商的又一吸金工具# 一个改头换面多功能的
88

罢

了$而它定位功能其实极易被居心叵测的人钻空子$时间用来

给熟人和真正的朋友都没有多的#还要加上陌生人,加陌生人

为好友的人本身的心理动机就很可疑$

同样有看破玄机不想浪费精力的朋友关闭了微信# 然后

被她一个客户质疑* !年纪轻轻怎么不玩微信,"

而我要说* 年纪轻轻何必玩微信. 有人说过* !碎片化

的微信呈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内容# 碎片化的世界给不了你

完整深沉明亮的世界$" 我想所有敏感于时间的人# 总是要

比一般人早些醒觉# 一些事物以表面微名义实际上却巨大消

耗着人生$ 它是否必需, 你不玩自然便知道$

新闻78是一篇散文
———“人大新闻系78级同学30年文萃”出版前言

李培禹

$7

年前# 我们从祖国的四面

八方来到刚刚复校的中国人民大

学报到# 开始拥有了一个共同的

集体*!人大新闻系
9(

级"$ 大学

四年#青春相伴#同窗情深$告别

校园后# 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尽职尽责辛勤劳作# 至今已走

过了
$%

个年头$蓦然回首 #我们

发现
$)

年前的新闻理想硬硬的

还在# 我们各自肩负的历史担当

竟也殊途同归$今天#我们是那样

珍惜!人大新闻系
9(

级 "这个名

号# 越发感觉到同学情谊的那份

厚重与绵长$这#也是我们近年来

能够连续七年每年一次同学大聚

会的根基所在$

然而#欢聚总有时#你我间还

有太多的心里话没有说完# 还有

诸多宝贵的人生经历未能交流 #

为此#在
%)"$

年
9

月底
(

月初的

黑龙江伊春聚会上# 大家共同发

出了这样的呼声*是时候了#我们

要给自己出一本书#我们要为!人

大新闻系
9(

级"出一本书.

一次同学聚会时# 班里的老

大哥孟国治曾认真地说*!咱们人

大新闻系
9(

级是一篇散文 $"老

孟说这话时# 有批评新闻系的同

学一贯懒散# 拍张合影照也要班

头招呼半天才成!形"的揶揄(更

意味深长的是彰显散文一词的本

义#即*散文#形散而神不散$

!神不散"*

"#(%

年我们大学

毕业后虽然天各一方#境遇不同#

职务有差#但当年的理想%信念#

这一代新闻人自身的正能量#没

有散#也永远不会散.

新闻系
9(

级同学有个微信

群#天南海北甚至远居海外的老同

学们几乎每天都要在这里碰面聊几

句$说来有趣#我们那届是人民大学

复校后的第一批学生#招生时年龄

宽泛#最大的和最小的能差十五六

岁$如今虽话题随意#五花八门#但

$)

多年来共同的精神追求还在#其

明证有二*一是大家给微信群起的

名字就叫!

9(

新闻佬"(二是一旦国

家有难或有重大事件发生#必凝聚

成一股力量#伟大而又坚强.

去年
&

月
%)

日雅安发生大地

震后#关注灾情#声援雅安#成为所

有成员的共同心声.那天一早#!嘟

嘟"#!嘟嘟"#群里在召唤*!听说四

川地震了# 谁知道雅安在哪里#距

成都远吗," 随后# 一条条信息传

来 *

&

月
%)

日
( !)%

雅安发生
9:)

级地震.危急#危急.从这一刻开

始#随着灾情的披露和救灾工作的

展开#手机微信!嘟嘟"的叫声不

断$有几位总编岗位上正在值夜班

的同学的信息# 最为大家关注#几

个已退赋休闲在家的老大哥#简直

成了这几个小字辈的!粉丝"#因为

他们的信息快而准确#有一定权威

性$ 大家首先想到了家在四川%重

庆的同学#纷纷询问他们的家人可

安全$&珠海特区报'的陈平家在震

区#此时他正在报社值夜班#他的

短信内容是*!家里还没联系上$你

们说#我听着$"显然#他在会上$一

会儿#终于等来了他的回信*!九旬

老母亲居住四川内江#早餐后感到

强烈地震发生了#迅速下楼#慌忙

中没带手机# 俺一直联络不上她#

急了一天$ 刚和老人通上话了#她

说没有汶川那次那么厉害!老母亲

是安慰我啊'# 只是匆忙中滑了一

跤磕伤腰了--"

顷刻间#!惦念."!平#问候老

母亲."!总算联系上了#消息还是

欣慰的$"大家的语音%文字接踵

而至#也都替他松了一口气#连远

在加拿大的杨新和正在美国访问

的杨小兵都发来红蜡烛的图案 #

旁边写道*!问候母亲#天佑中华.

雅安加油."平时在群里聊天总有

点没正经的鲁难 #此时!还原"出

了真面目# 他的文字也很漂亮 *

!我到过雅安$从成都向南#途经

西岭雪山#那是一座美丽的小城$

地震不能毁灭美好# 天灾不可摧

毁雅安$ 我的同胞一定会度过艰

难# 相信明天的太阳依然灿烂."

我们班的!小字辈"#只是年龄相

对小# 他们好几位已是中央及省

市报刊的社长%老总#此时的他们

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也替已经

退职% 退休的他们的大学兄们继

续践行着当年的新闻理想$

!神不散" 的又一个明证#就

是这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真实再

现人大新闻系
9(

级同学
$)

年心

路旅程的综合性文集)))&新闻

9(

是一篇散文'$

近
&)

篇新闻学子积
$)

余年

实践历练的心血之作已尽在书

中#编者不再赘述$需要向广大读

者说明的是# 这本书开宗明义已

说清楚#它是写给我们自己的#是

我们走过
$)

多年新闻之路%人生

之路的履痕$因此#它的题材%体

裁没有限制#只要文从心生#真情

实感#就一定是!越是你自己的越

是大家的".它不仅是一本从未有

过的实践版的新闻教科书# 也是

我们以!新闻
9(

"的名义#怀着敬

畏之心#集体写一篇散文#共同向

理想%向青春%向人生#做一次郑

重的致敬.

!

人文学苑■

郭山泽
-

漫画

汪有龄!

"(9#""#&9

'%曾任北

京朝阳大学校长 ,

"#$7

年
""

月

%%

日沈钧儒等救国会 (七君子)

力主抗日救国%被当局逮捕%汪有

龄作为(七君子)之一李公朴的律

师出庭辩护%名重一时,

!

笔下春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