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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法律人忠诚

引入崭新伦理观念

书名!法律人与法律忠诚

作者!!美"

!

#布拉德利#

温德尔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内容简介# 法律人应该忠诚于什么$ 客户

还是法律$有些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干扰

法庭对事实真相的发现%甚至颠倒黑白&伤及无辜

等' 有观点试图以法律伦理范围内的标准论调来

说明%为什么作为一名律师做某事是允许的%而作

为一个普通人这样做就是错误的(显然%这样一种

法律伦理并不能够被大众接受(对此%许多律师认

为法律伦理是有缺陷的% 因为它并不能准确地描

述他们工作中诸多的道德价值( 该书引入了一个

崭新的法律职业伦理观念% 用以解决法律人及其

批判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作者看来%法律职业伦

理立基于达成集体问题的政治价值% 能够促成稳

定&和平的社会%法律人必须是忠诚&适格的代理

人% 但是他们的义务也必须在法律的限度之内履

行%必须要有助于整个社会整体公正价值的形成(

从学徒制走向学院制

律师维护自由国度

书名!自由的天性)))十

九世纪的律师与法学院

作者!胡晓进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内容简介$ 十九世纪的美国% 由律师建立

了最初的法学院%法学院培养了新一代的律师%而

新一代的律师又成为美国自由的中流砥柱( 人们

评介%美国是法律人统治的国度(该书从美国独立

之初的著名律师与法学教授写起%沿着托马斯#杰

斐逊&詹姆斯#威尔逊等开国元勋的足迹%讲述了

美国法学教育从学徒制走向学院制的全过程(同

时% 以独特的视角介绍由学者型的律师所缔造美

国的法学院特点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 美国

人的自由天性%是由律师型政治家在继承(十九世

纪美国的著名法学教授%如德怀特+兰代尔&库利&

波默罗伊等人%皆为律师出身%他们在哥伦比亚&

哈佛&密歇根&黑斯廷斯等院校培养了大批绅士型

律师(他们秉承人之自由天性%以律师和法学院为

桥梁%维护着自由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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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一种文明秩序

什么是法治$笔者认为%,法治-

最初只是一种理想 % 在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 是德国哲人雅斯贝尔

斯提出的著名命题#他在
"#$%

年出

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说 &公

元前
&''

年至公元前
(''

年之间 &

尤其是公元前
)''

年至公元前
*+'

年间
,

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

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

时期#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

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

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以色

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 古印度有释

迦牟尼&中国有孔子 )老子 *就已为

世人所知(不过%光有法治的理想 %

还不足以实现法治( 实现法治不仅

要靠明确的法治理念&法治原则%更

重要的是要靠与法治理想和原则相

适应的制度( 这便产生了独立的立

法机构 & 司法机构和法律职业 (然

而%有了法治的理念 &原则和制度 %

也不一定会实现法治% 因为最重要

的还是要有法治意识% 即无论官员

还是民众% 都要真诚地遵守甚至尊

敬法律(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从理

想开始% 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文

明秩序( 只有从文明秩序的角度出

发%才可以比较全面地理解法治(

文明秩序是形成一个社会的政

治&经济乃至文化秩序的基础%是一

种元秩序!

-./01234.3

"(法律文明秩

序%亦即法治%是人的智性对社会生

活的反映% 但同时也是对人向善能

力的怀疑(一般而言%法律文明秩序

是外向型的& 权利本位的& 重规则

的&权威文件至上的文明秩序(作为

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由四方面内容

构成* 以法治理想为主导的权威系

统% 以权利和法律为中心的概念范

畴系统% 以司法制度为社会最基本

的制度安排和以个人权利及法律为

依归的文明秩序意识( 这样一个法

律秩序萌生于古代西方的文化土

壤% 在近现代欧洲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

法治的主要优点表现在它妥善

解决了人的欲望和人的精神追求之

间的矛盾% 而这对矛盾是所有的传

统文化中无法避免但又无法解决的

矛盾( 它困惑了一代又一代为理想

社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简言之%世

界主要文化传统% 无论神圣的还是

世俗的% 一般都对人的趋利性采取

抑制的态度% 而法治社会客观地看

待人们的趋利性( 个人的利欲具体

表现为权利%当权利与权利&权利与

权力发生冲突时则需要法律来调

整( 这样从个人的欲望和趋利性转

化为权利%再到由法律保护权利%这

一过程实际上是法治的核心内容 (

若再说得详细点% 有权利做某事就

等于有自由做某事% 于是权利便等

于自由(对人而言 %权利是自由 .对

物而言%权利就是财产权 (因此 %权

利 +财产 +自由是相通的 (权利 +财

产+自由之间%个人权利和他人权利

之间% 个人权利与政治组织之间的

关系有一致也有矛盾( 这种矛盾和

冲突就产生了正义与非正义+ 平等

与不平等的问题( 而为了解决这些

冲突和矛盾%就需要一种强有力的+

预先存在的+统一的手段和程序%这

就是法律和法律制度( 法治正是提

供了这样一种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手

段的+ 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社会框

架%供人们在其间生活+交往+交流(

在法治社会中% 政治活动被规

则化+程序化(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完

全在于被合理化了的程序的合法

性( 具体表现在选举程序+ 立法程

序+司法程序及政治参与等方面(与

政治的规则化+程序化相一致%法治

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也被规则化和程

序化( 与关系经济或者伦理经济相

比% 这可以称之为规则化的经济或

市场经济(在法治社会中%社会秩序

建立在法律之上%稳定而和谐(社会

上只存在纠纷% 而不会有反叛或动

乱% 因为大多数的社会关系都处在

法律的调整范围中( 个人与个人之

间的矛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

家利益的冲突% 一般都可通过法律

予以公正解决(

从理想的层面来看% 法治社会

在某些国家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

果% 在另一些国家则是一种无可奈

何的选择( 从法治社会本身的价值

出发评判法治社会的优劣不可能得

到公允的结果( 只有将法治社会的

价值同其他类型的社会的价值予以

比较或者参照% 方可看出它们之间

的相对优越性(

法治社会中的主要价值有自

由+正义+权利+法律+规则+程序等(

这些价值的基本取向大致是抽象 +

非人+外在及怀疑人性的%正是黑格

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种种表

现+除自由外 *(这种外在的价值体

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可以为

人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较为合理的

环境% 却不能为造就理想人格或升

华人性提供保障( 很难想象一个由

法律和权利武装起来的人会有多可

爱( 与之相对应的是其他类型社会

中的价值%比如情+义+仁+爱+谦让+

虔诚+慈善等(这类价值的基本取向

是以人为本的+内在的 +向善的 (它

们为升华人性+培养人的情趣+格调

提供了指导% 却不能为人从事政治

经济活动创造条件(要是带着 ,情 -

,义-进入市场竞争%那无异于自杀(

法治社会只是世界上若干种文

明秩序的一种% 它并不是一种绝对

的善%尽管它具有很多优点(法治社

会把人的生命牢牢地与人的智性结

合在一起% 使人的智性得到了极大

发展( 法治社会解决了人生的必需

和人生的意义之间的矛盾% 并且把

两者和谐统一起来( 人的禀性的发

展必须以人的生存为基础才会有

效%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法律文

明秩序也就是法治社会恰恰就是在

这一点上优越于宗教文明秩序和道

德文明秩序等(

不过% 由于法治社会重视人的

智性的开发而忽视了人的禀性中其

他重要的方面% 包括人的心性和灵

性的培养% 充其量只能给人的智性

提供一个乐土% 却无法滋润人的灵

性和心性( 建立在纯粹功利理性和

实用主义思想之上的现代法律文明

秩序可以培养出个人利益至上的现

代人(他们以永远大写的 ,我 -来对

待通常小写的 ,你 -%一切以是否侵

犯了自己的权利为最高衡量标准 (

他们没有历史感%没有道德责任感(

人生不是处在各种关系和情感之

中% 而是在利害冲突和斤斤计较之

中(说到底%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

法律之上的法治社会只能造就一大

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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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孕育不出禀性健全

的人来(

如上所说% 法治虽然具有其不

可否认的优点% 但也绝不是最佳的

善(认识到法治的局限性%以一种建

设性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法治对建

设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不无裨益 (

它给我们的启示是* 在接受法治的

同时不应该抛弃中国原有的文化传

统% 而应该从原有的文化传统中发

掘出与法治相适应的文化因素 %进

一步完善现有的法治模式( 不仅如

此% 还应该对法治持一种建设性的

批判态度( 当然这种建设性的批判

态度应该有别于以前我们采取的那

种敌对法治和否认法治的态度 (芝

加哥大学教授爱泼斯坦曾经撰文指

出*仅有法治%对于一个理想的文明

社会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该注重德

性的建设(笔者以为%这种建议对法

治建设应有启发意义(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特聘教

授&本文摘自'法理学前沿(&略有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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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丰泳

以西方人视角观察中国法律

/接触与碰撞)))

>)

世纪以来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0

?

田寿)李祝

环合著
=

是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

待
@)

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所发现的中

国社会( 第一批到中国来的是
"A"B

年的葡萄牙使团%他们抵达广州时用

鸣炮来庆祝发现%却不知触犯了天朝

的礼仪%等来的是抓他们的明朝军队

以及中国的刑罚和牢狱(对于第一次

见识中国法律的西方人%只是收获了

一段难堪的触法经历(

作者的这一角度较为独特%是以

西方人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法律(

@)

世纪前后的世界版图中%中国也称得

上是一个强国% 至少在西方人心目

中%对于中国的想象是完美的( 虽然

在跌宕百年的历史起伏中% 逐渐淡

去%但曾经也是独树一帜的( 航海技

术的发展使得一批批的西方人能够

经由海路来到中国%其中的著名人物

以传教士居多%比如我们熟知的利玛

窦%以及沙勿略+庞迪我+汤若望+卫

匡国等等(西方人对于中国法律的认

知%最先是从游记和书信开始的( 这

些观感%从书中可以得知%最集中地

反映在对中国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

以及刑罚的见闻实录%这种观察大多

基于个人经历%因此所获得的对中国

法律认知不仅十分有限%也难以触及

中国法律的真正内核(

@&@+

年 英 国 人 小 司 汤 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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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八年翻译的/大清律

例0在欧洲出版发行 %并评价 ,这部

法典的条文最伟大之处是其高度的

条理性+清晰性和逻辑一贯性( -这

是第一次将中国的成文法典较为完

整和系统地介绍给西方% 尽管里面

仍然不乏错漏之处% 但西方人对中

国法律的了解程度已大大超越了中

国人对欧洲法律的认识)))而这时

候的中国人也许仍然不屑于了解西

方的法律制度(

小司汤东虽然对于/大清律例0

在技术上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却是

对中国不再抱以美好幻想的基础上

作出的这一翻译成果( 他甚至在英

译本的前言里写道*,中国人所吹嘘

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

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然是骗人

的( -从小司汤东的这个看似矛盾的

看法中也可以看出% 西方人对中国

法律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

政治目的的纠缠%可以说%这是一种

带有学术性质的比较法研究了(

@&)D

年 % 荷兰人葛利斯 !

E.

F3G6

"将/洗冤集录0翻译成荷兰文%

后又有人将其译成多国文字流传 (

>&)B

年英国人威妥玛编辑出版的

/文件自迩集0中收集了清代乾隆至

道光时期的各种法律文书% 已不再

局限于刑法部分了% 几乎涵盖司法

活动的各个领域( 关于中国法律的

书籍不断在欧洲出版% 西方人对中

国法律的了解也逐渐深入% 并认识

到中华帝国的法律和这个国家一

样%在停滞中走向了崩溃(

当西方世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天朝大国

的人们仍然是君主控制下的礼法社

会%儒家文化深深地浸透到子民百姓

的血液里面(尽管最初的西方人接触

到的中国法律是零碎的%很多时候还

只惊诧于中国人老被县衙挨打的臀

部%他们心中的孔子画像也是西方人

的模样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总

是将自身所处的社会和自身经历作

为参照物% 西方人自然也无法逃脱(

从最初屡屡将中国法律歪曲到可笑

的境地%从不自主到自主地研究中国

法律%西方人逐步地修正着对中国法

律的看法( 真相总是在歪曲中修正%

这些零碎的材料%经由一代代有中国

生活经历的或者是对中国充满兴趣

的西方人的修正%渐渐浮现出中国法

律的真实轮廓(

这是一场持续三百多年的比较

法研究% 但可惜的是% 并不是双向

的%在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之前%西方

人早已将中国从头到脚打量了一

遍( 这个情况现在正好相反%今日中

国的法学研究已经无法逃脱比较法

的视角%无论是德+日刑法之于刑法

研究% 日本+ 台湾民法之于民法研

究% 还是美国宪法传统和联邦最高

法院判例之于宪政研究( 套用北京

大学教授苏力的话说.,今天我们的

哪一个部门法的研究% 哪一个法律

专题的研究又不 是比较 法 的 研

究$1 -总体来说%我们是站在一个姿

态较低的位置来看待西洋的法律 %

其实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法律%简而言之%就是英+美+法+德+

日等几个曾经的 ,列强- 国家和台

湾+ 香港几个同属中国但属不同法

系的地区% 而从来不会出现研究乌

干达或者毛里求斯的法律%即使有%

也只是作为法律人类学的一个田野

调查的样本罢了( 我们所仰视的这

几个国家的法律% 是因为他们在政

治经济上的强大% 是因为他们的发

达%从法律的功能主义上来说%我们

今天所极力倡导的法治社会% 在隐

隐之中总是承载着强国的梦(

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为我们开

启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的新视

界% 这是中西交流史中一个被遗忘

的角落( 书中穿插的大量关于中国

法律的灯草画+ 铜版画% 均十分新

鲜% 大多是作者游学国外期间所有

意和努力收集到的%也正是如此%在

某种程度上% 这也许算不上一本真

正的法学著作% 仅仅是法律见闻录

的集合%缺少升华后的批评( 因为%

法律不止是故事% 故事只是时代和

制度背景下的缩影% 缩影虽具体而

微% 但法学家则应该具备穿透缩影

的努力(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州市人民

检察院)

法治教育绝非法制教育

,法治-是当下的一个,显词-(法

治中国已经成为中国梦的应有内涵%

法治社会代表了民众所向往的良好

社会%还有法治政府+法治军队%凡此

种种足以反映国人对法治状态的向

往和追求(愿景虽好%任重道远(法治

梦并非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却需要

我们滴水穿石般地进行变革+创新和

实践( 法治梦也不是纯粹的客观事

物%法治大厦的构建%不仅需要稳定

规范的制度蓝图% 更需要一群讲规

则+守秩序+信仰法律的现代公民作

为建设者%唯有如此%方能化蓝图为

现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法

治意识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

中应当同制度建设摆在同样重要的

位置(

法治意识教育%既是旧课题%也

是新问题(我国早在
>%&)

年就已开

始全国性的普法%如今已近三十年%

各种形式的基础法律课程基本普

及% 各地也有不少诸如 ,法律宣传

月- 之类的活动% 这些工作虽有效

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集中反映为

法治教育理念存在偏差+ 工作内容

流于形式(长期以来%法治教育一直

停留在,法制-教育的初级阶段 %未

能向,法治-教育转变 (公民对法律

的认知大抵包括知法 +懂法 +守法 +

尊法的不同层次% 前三者只是阶段

性目标% 培育具有尊法自觉意识的

公民才是这项教育的实质目标 %但

这点却常常被忽视% 当前这项教育

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再者%公民法

治意识教育工作整体面窄+ 思想深

度不够(法律宣传多为列法条+说案

例%并集中于刑事法律%宣传的内容

也以破案过程叙述为主% 缺乏理论

评析(笔者以为%法律是一个包括宪

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在

内的整体体系% 也是一门兼具实践

性和理论性的社会科学% 法治教育

旨在营造一个,全面尊法-的良好社

会环境%让法治的理念深入人心%这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绝非靠浮于面

上+浅尝辄止的工作所能成就(

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 以至于

当,六五普法-接近尾声的时候%,全

民尊法-甚至是,全面守法 -的目标

似乎依然在远方(所以说%法治意识

教育%革命尚未成功 %既是旧课题 %

更是新问题(当下%重新审视我们的

法治教育+ 寻求一种合理有效的公

民法治教育方式显得紧迫而重要(

公民法治意识教育是一项系统

工程(,徒法不能以自行-%一个法治

社会绝非单靠冰冷的制度就能构

建%人们所期许的文明 +理性 +有序

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共

同作用的结果(法治教育同样,徒教

不能以自行-(我们需要摒弃那种认

为法治教育就是讲法条+ 讲案例的

观念 %把传播法的理念 +精神 +价值

贯穿于权力行使和权利保障当中 %

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法

治文明结合起来(不仅如此%还应清

楚地认识到% 培育法律信仰不是纸

上谈兵( 如果说当下中国公民的法

律观念还显淡薄% 那么最简单有效

的解决路径%是权力部门通过,严格

执法-和,公正司法-%让老百姓从规

范秩序和法律权威中得到实惠 (如

果人们发现依法办事可以让自己的

生活更加便利%守法+尊法自然水到

渠成%否则%做再多的法治教育终究

是坐而论道(

法治教育的对象应有侧重 (法

治教育不能一股脑儿把所有人都当

作宣讲的对象% 费力耗财又起不到

效果(当下%教育的重点应放在两种

人身上( 一种是领导干部(,知为吏

者奉法利民-%知吏一位%造福一方(

培育干部法治观念的一个直接目

标% 是帮助他们在内心树立尊重规

则+慎对权力的自觉意识%用法律信

仰节制容易膨胀的个人私欲+ 守紧

权力的边界( 用法治意识为拒腐树

廉的观念提供肥沃的生长土壤 (用

理性的权力观为从廉向善的政风提

供主观保障(另一种是青少年(一个

人的依法办事在内心有两种层次 %

即愿为和被迫而为( 青少年的思想

可塑性强% 一个人如果从小就接受

以权利义务+公平正义+责任担当为

主的法治教育% 长大后便更有希望

成为一名具备规则意识+ 程序观念

等现代公民意识的公民% 打心里认

可法律秩序价值% 自愿置身于法律

的约束之下( 比起时下流行的以讲

授犯罪的可怕性让青少年不敢违法

犯罪的所谓 ,上法制课- 的教育模

式%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显然更加

深入人心(

法治教育应诸法并重+ 事理结

合( 法律是位于最后一道防线的社

会规则% 刑法则是法律体系中的最

后一道防线% 刑法的适用总是秉持

谦抑的原则%一个文明发达的社会%

刑事法律不会活跃在诸多规则的前

沿(法治发达国家%不仅有发达的刑

事法律% 更有发达的民事+ 行政法

律% 后者与公民生产生活关系更为

密切(因此%法治教育同样要注重传

播民法中的权利平等+诚实信用+契

约自由等精神% 传播行政法中权力

制约+有限政府+依法行政等原则 (

同时还应注意教育的方法方式 %过

去常常搞一些问卷答卷式的普法活

动%结果普法课成了书法练习课%枯

燥且无意义( 法治传播可以形象生

动%譬如通过古代神话故事+历史故

事讲授法的来源+法律文化%又如可

以通过具体的实践案例% 讲授公民

如何通过行政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并宣传行政权的范围+执法程序

等%这样就把法律宣传 +案例引导 +

实践运用结合起来% 既做到事理结

合%又易于为群众接受(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0中指出%法律

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

信仰( 这让我们想起法国思想家卢

梭的一句名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

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

民的内心中 (-的确 %法治大树最牢

固的根基应当扎紧在公民的心中 %

公民法治教育的过程% 正是一种以

树立法律信仰为主的根的培育过

程%根牢了%树方能参天(

公民法治意识的养成% 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 也不是数种方案数个

举措所能解决的事% 需要各界各方

各领域的共同努力(但是%在举国上

下努力朝着法治梦想前进的征途

中%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牢记 *无

信仰%不法治(

)

作者分别为福建省莆田市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福建省政法委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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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司法掌故经典案例

呈现法律思维过程

书名!法官的思维与智慧

作者!欧阳立春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内容简介$ 该书运用文学的笔法% 通过对

若干个典型而有影响的司法掌故和经典案例的生

动描绘%如,许霆案-,南京彭宇案-%以及对思维原

理富有见解而形象化的阐述% 从理论与实践两个

方面%对法律思维特别是法官思维%进行了全面+

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其中%重点对法官断案

的思想路线+ 个案后的法官思维等内容进行了深

入分析(该书认为%法官的思维是运用法律居中公

正裁判的思维过程%它综合了法律职业思维+政治

敏锐思维+常人判断思维等特点%除此之外%法官

要赢得尊荣%还需要艺术性思维(作者博采众长%

又成一家之言%论证与推理极富逻辑性(同时%该

书一反教科书那种过于学术气的叙述套路和形

式%表述生动+饶有情趣+深入浅出+别开生面%具

有很强的可读性(

书名!国际社会信用评级

机构规制及其改革研究

作者!彭秀坤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

"内容简介 $ 在信用评级的历史发展轨迹

中% 信誉机制是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一种市场约

束(该书从理论分析入手 %论证了信誉机制从有

效到遭受蛀蚀而不足 % 以致在本世纪首次金融

危机中失灵 % 并在危机后难以恢复的一系列发

展演变过程%深入讨论了信誉与自律 +市场与规

制之间的关系(同时%该书对国际社会各主要经

济体展开的信用评级改革的特色 +原因 +机理 +

效果等进行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 % 发现美国的

改革以恢复信誉机制的有效运行为目标 % 从而

维护美国在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中的地位 . 欧盟

则更趋向于构建高标准的统一监管体系 % 以维

护自身的金融稳定(

综合域外经验以及我国的现实国情%本书从

法律角度对我国信用评级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

和缘由进行反思%分析危机前后我国信用评级规

制理念+目标+方案和措施的转变%提出我国的改

革应以建立统一协调+强而有力的信用评级规制

体系为目标% 重点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

信息产品的质量以及法律责任制度进行构建和

完善(

反思国际社会信誉机制

探索信用评级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