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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五更时节出家门，执帚长街扫叶尘。

若是一街不愿扫，如何立志扫乾坤？”

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批

刚入职的年轻人经历了半个月的特殊岗

位体验，初识了凌晨四点的金华，初尝了

环卫工作的酸甜苦辣，金华中院院长汤海

庆为此赋诗一首。

汤海庆，在金华法院的诗坛雅号为易

水犹寒。除他之外，为这些年轻人赋诗的

还有绿萝、海螺山、秋雨长安、西窗、炎炎

巫、悠游、北书房行走……

这些雅号的所有者皆为金华法院系

统的法官。在金华法院，他们组成了一个

11 人的诗词创作团队，为法院发布的微

信公众号内容即兴创作，赋诗于文尾。

2017 年，一本名为《笑赞咏叹》的诗集就这

样诞生了。

浓浓的诗意背后，是耀眼的成绩。

2017 年，金华市法院办结案件 207196 件，

法官人均结案数 314 . 82 件，连续十年居全

省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自信具

有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地位，文化是

一种深沉的法治力量，我们充分发挥文化

引领作用，让法官超越规则的机械去追求

生活真谛，超越现实的平庸去追求精神卓

越。”汤海庆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在案件激增的背景下，法官们无怨无

悔地坚守岗位，金华以全省 1/10 的审判

力量办了全省 1/8 的案子。“在辛勤办案

之余，诗词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让

法官们在凡俗的世界中寻觅诗和远方，始

终坚守定分止争的职业信念，坚守法官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初心。”

诗心院长

金华古称婺州，是一座多位诗人居住

过的城市。唐代有诗人骆宾王、张志和，近

代有艾青、潘漠华等，女词人李清照在此

留下的名句“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

十四州”传颂至今。

1966 年出生的汤海庆，以一颗炽热

的诗心，努力追寻金华诗坛先辈的足迹。

有感于法袍与法槌的“三生三世”，他

诗云：“身着法袍上法庭，法槌声里辨分

明。眼前疑案千千万，明镜高悬审得清。”

得知一警察不履行生效判决被判刑，

他诗云：“法网恢恢密不疏，公权岂是护身

符。拒执失信终获罪，国法面前无异殊。”

在第 46 个世界环境日，他又诗云：

“绿水青山即金山，一旦污损难复还。劝君

莫逐眼前利，好与子孙留港湾。”

遭遇欠薪怎么办？法官当如何言行？

法院安检是在找茬吗？如何进行跨域立

案？……每遇到一个公微话题，汤海庆和

他的法官诗创团队就活跃起来，大家纷纷

作诗、诵读、互评，然后在金华法院发布的

微信公众号随文发布。

谈及这个法官诗创团队的组建初衷，

汤海庆说：“司法公正是法院的永恒主题，

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就是公正判案、为民服

务、务实清廉。而文化是很深层的一种力

量，需要时间慢慢沉淀，一个队伍带得好

不好，要看他们是不是有一种向上的精神

状态、是不是能保持一种好学的姿态。”

在提拔选用干部时，汤海庆有着深切

的体会——— 能努力培养提高个人法律专

业素养、能沉下心来“充电”的人，当法官

也不会差。而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办案时

会更加客观中立，从而在纷繁复杂的案件

中坚守法律至上的法治信仰。

汤海庆说：“气定神闲的人才能够办

好案。我希望带头营造这样的氛围，让

法官在办案高压下仍能追求精神世界

的自足。”

来金华之前，汤海庆一直在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曾任经济审判第

一庭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院

长等职，2013 年始任金华中院院长。

“在杭州工作时曾碰到的征迁问题，

在金华也同样碰到了。”汤海庆透露，为了

推进核心城区依法征迁，金华法院专门制

作了一本《征迁工作法官提示手册》，通过

画流程表、编案例，宣讲政策法律，为政府

征迁工作提供参考。最终，核心城区一万

多居民很少有人因为征迁打官司，可以说

形成了一种依法征迁的文化氛围。

总结近年来的办案心语，这位诗心院

长亦有诗云，“一岗履双职，责任重于山。

体察一线苦，同行无畏艰”。

诗意法院

每年春天，在金华中院外墙，栽种的

蔷薇花爬满栅栏，分外娇艳，这道独特的

风景，总能引来路人驻足观赏、拍照。

按照“集文化、生态、景观、休闲为一

体”的绿化思路，金华中院修有假山、喷

泉、藤廊等，达到了春有花、夏有荫、秋有

果、冬有青，可谓四季有景、充满诗意。

审判办公大楼楼道里，充盈着翰墨书

香，书画、法律名言上墙，营造出温馨雅致

的办公环境。

法院文化展厅、法警文化长廊，集中

展示了中级法院的历史沿革、发展建设与

理念传承。

法官文化沙龙由室内和露天休闲区

两部分组成。一杯拉花咖啡，可以陪伴法

官饭后静心阅读的时光。阳台上一片茵茵

绿草，可以帮助法官调节用眼、消减疲劳。

金华中院还设有健身场所、理发室

等，满足了干警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金华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宋耿金

介绍：“我们积极探索法院文化建设，追求

景观文化彰显外在形象的美；场所文化彰

显生活品质的高；社团文化彰显精神生活

的雅；管理文化彰显团队力量的强。以感

情拴心留人，希望我们的法官有一种归属

感，能守住初心，以法院事业为重。”

目前，金华已连续举办七届全市法院

“天平杯”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系列赛，举

办“婺法夜话”活动 14 期，提升法院文化

软实力。干警自发组织成立书法、摄影、戏

剧等活动小组，丰富了业余生活。

金华中院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彭

建文说：“法官更要懂得尊重规则，既然是

比赛，就要公平竞争。针对‘天平杯’赛事，

我们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在比赛过

程中，大家可以进行举报，一旦发现弄虚

作假者，会取消其参赛资格，这也是法院

文化的构成部分。”

诗性法官

2017 年以来，金华法院深入推进“大

立案、大服务、大调解”机制建设，推进刑

事案件速裁、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完善审

判权运行机制与法官办案评价体系，激励

法官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

金华市浦江县人民法院女法官郑向

丽，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用公心审理每

一起案件，以诚心善待每一位当事人，先

后多次被评为法院先进个人、办案能手、

最美法官等荣誉称号。

“做事还须先做人，勤于学习重修身。

最美法官郑向丽，办案无奇惟用心。”这首

小诗可谓对郑向丽法官生涯的最好总结。

诗性点亮了法官的公心，也让社会更

加平安和谐。

永康市龙山镇是南宋“陈亮学说”创

设者陈亮的故居所在地，龙山法庭依托

“陈亮文化”推动辖区“无讼”思想树立，率

先开展“争创无讼村”活动。

2017 年 10 月 18 日凌晨 4 时，永康市

西溪镇镇政府会议室灯火通明，龙山法庭

庭长潘文接“临危受命”，会同镇政府经过

将近 12 小时的努力，连夜成功化解了一

起由辖区某村农户建房时工人不慎跌落

身亡引起的非诉讼纠纷，一起群体性事件

风险及时得到化解。

龙山法庭于 2013 年设立，受理案件

数逐年下降，2017 年较 2013 年同期下降

48 . 09% 。有法官赋诗称赞：“陈亮事功致

用，千年尚有遗风。龙山小镇法官，造化乡

土建功。”

图①为金华法院“天平杯”羽毛球赛

现场。

图②为金华中院诗歌创作团队成员

交流诗歌创作。

樊一鸣 摄

□ 陈新宇

花入各人眼，电影《无问西东》四组人

物之中最引起我震撼共鸣的是沈光耀的

故事。其所代表的是一批在国家与民族危

亡之际，以纯白之心勇赴国难，忠骨埋于

青山的国族菁英。值得一提的是，《无问西

东》中由王力宏出演沈光耀，很有意义。除

了演员本人形象健康，颇为符合沈光耀的

气质外，王力宏的奶奶许留芬女士，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经济系。

作为一个历史的业余爱好者，小文试

图分享的是沈光耀历史原型人物的生平

事迹及其家庭典故。

或为知名法律人沈家彝之子

最为接近沈光耀的历史人物是沈崇

诲，鲜为人知的《我的自传》是迄今关于沈

崇诲最为翔实的一手资料，这一《自传》写

于 1934 年，刊登于 1940 年《中国的空军》

第二十九、三十期合刊上。

依据《自传》，沈崇诲祖籍南京，家族

在太平天国战乱时期迁徙湖北武昌，1911

年其出生于此辛亥革命元兴之地，父亲是

一个法律人。关于其父，《自传》中只提到

“为国家服务，忠勤劳瘁，无时不在奔忙”，

并无谈到名讳职务，坊间的说法是沈崇诲

的父亲乃清末民国时期知名的法律人沈

家彝先生，这种说法具有相当可信度。

根据《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河

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沈家彝，字季让，

江苏江宁人。1882 年(清光绪八年)生。1903

年，癸卯科举人。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曾

任清政府工部郎中，资政院编纂员，大理

院推事，蒙藏事务处副科长。1914 年 6 月，

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1925 年，任京师

高等审判厅厅长。1929 年，任北平特别市

政府秘书长，私立上海中国公学法律系教

授。1930 年，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参

事。后任北京私立中国大学秘书主任兼代

理教务长。1936 年 3 月，任河北高等法院

院长。1948 年，任司法院大法官。撰有《社

会种类之纲目》。

另据当时的《司法公报》，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沈家彝还署理上海江苏高

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

有意思的是，《民国人物大辞典》中

沈家彝与沈崇诲的词条正好是前后相

续。两人不仅籍贯相同(江宁即南京)，沈

崇诲在《自传》中还曾谈到 1932 年“双亲

已赴上海”，与沈家彝出任司法行政部

参事和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时

间吻合，从这些角度讲，沈家彝很可能

就是沈崇诲之父。从沈家彝的履历看，

《无问西东》将沈光耀塑造为一个世家

子弟，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航校求学一半缘于亡母遗教

与对其父介绍寥寥数笔相比，沈崇

诲在《自传》中对母亲的着墨甚多。沈母

不仅是其教育的发蒙者———“幼年教育

的责任，完全由我的母亲担任。认方块

字，读古文，学加减除，日夜的督促，她是

我当时心目中最敬畏的人”，更对其爱国

思想与行动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我从

小在母亲的严格教导下，对于岳飞、史可

法等民族英雄真是钦仰得五体投地”，最

终航校求学，其动力“一半是因为我决心

尽国民的责任，另一半就是要实现亡母

的遗教”。

《无问西东》对沈氏母子情深做出了

深度的刻画，影片中的沈母曾力阻沈光耀

从军，甚至要他下跪发誓，沈光耀最终乃

偷偷报考空军。现实中沈崇诲亦曾因家人

劝阻而无法报考海军、陆军，其同样瞒着

母亲报考航校。与影片中沈母最终白发人

送黑发人不同，现实中沈崇诲在收到航空

学校录取通知的同日，也接到母亲病危的

电报，在送别母亲之后，毅然决然地投身

军旅。

依据《自传》，1920 年沈崇诲考入北

京成达高等小学，该校的创办者是民国名

将徐树铮(字又铮)，实行严格的军事教育，

培养了其尚武精神。中学时代他考入著名

的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出自国家需要人才

的考虑，1928 年沈崇诲在报考清华大学

时，专业选择上放弃了中学时的文科，转

而选择土木工程。其以“苦干”形容自己在

清华前两年的学习状态———“在半夜四点

钟以前睡觉的时候可说是极少”。清华期

间，他不仅学习刻苦，体育方面也是成绩

颇丰，“四年内都代表足球棒球校队，替清

华争得不少的荣誉。此外并代表北平及华

北地区出席运动会，一时颇为活跃。”

这种状态，不免让人联想起当年清华

学校时期，同样在体育方面出类拔萃的孙

立人将军。

淞沪会战中与日舰同归于尽

1932 年清华大学毕业之际，沈崇诲

原计划去西北工作，后因条件不成熟而作

罢。毕业之后受同窗好友林文奎的影响，

考入中央航空学校，他认为“学习国家所

最需要的空军，我真是太幸运了”。

这段时期沈崇诲投身于训练，似乎断

绝了与校友的联系，《清华校友通讯》

(1934 年第 1 卷第 8 期)介绍他的近况：人

都不见他的面，大概在“上天”方面下工

夫，将来亦是大器。

《无问西东》中沈光耀作为西南联大

的学生，壮烈牺牲于 1943 年鄂西会战中。

现实中的沈崇诲乃在 1937 年淞沪会战之

中，驾驶战机与日舰同归于尽，为国捐躯。

这种义无反顾、从容赴死的悲壮在林

徽因的诗《哭三弟恒》中有淋漓尽致的刻画：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

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同样作为投笔从

戎的青年，同样作为空军，牺牲于 1941 年

成都空战。梁思成担心林徽因悲伤过度，

隐瞒了此事。三年后，林徽因才知道弟弟

的死讯，写下这首诗，既是对亡弟的哀悼，

在我看来，也是对沈崇诲们的祭奠。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图①为电影《无问西东》剧照。

图②为沈崇诲遗像。

(资料图片)

□ 张田田

前不久，北京顺义首例“男男猥

亵”案被告人获刑。罪犯趁男性朋友醉

酒将其性侵，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

被告人董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其实，在清代即有“男子拒奸”的相关

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清末，工于诗文、长于问案的樊增

祥，任陕西渭南县令时，有十八岁的少

年李虎娃前来投案自首，声称前一晚

上跟自家佃户彭某同睡一炕时被彭某

骚扰，气不过就拿刀杀了彭某。

虎娃侃侃而谈自己拒奸杀人的经

过，并表示甘愿抵命，樊增祥却在察言

观色中发现蹊跷：

所谓“奸”，彭某死无对证，只有虎

娃一面之词，此其一；即便彭某真如虎

娃所说意图不轨，到底并未得逞，虎娃

何必痛下杀手，此其二；彭某壮如牛，

虎娃一少年，如何能连砍彭某多刀，是

否还有帮手，此其三。

樊增祥心怀疑虑，便屏退旁人，反

复开导，要求虎娃说出实情。

此案隐情，稍后再表。案例的背

后，是有清代针对“男子拒奸杀人”案

件看似严谨，实则暧昧的态度。

首先，清代立法的基础，是社会上

将违背男性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

的行为也称作“奸”。律例中不但规定

了强奸妇女之罪，而且要处罚强行鸡

奸成年男子与幼童等罪行。

其次，清代刑事立法多采列举主

义，《大清律例》由律、例共同组成，律

条共计四百余条，定型后便很少修改；而例条则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针对特定案情，频繁出台及修订，积累了千余条之多。

就律条来看，“强奸”限于男对女，还处罚男女“和奸”等通

奸行为。只有在条例中，才补充了对强行鸡奸良人子弟、强奸

幼童等行为的刑事制裁。

再次，面对“强奸”，不论男女，反抗行为均被称为“拒奸”。

但在处理“男子拒奸”案件时，一方面，从社会治安的角度

“向前看”，要作“男女有别”的打算，以免“拒奸”成为男子行凶

后卸责的借口，为此立法上对“拒奸”情节采取较高的认定标

准，要求办案者仔细查证，避免枉纵。

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个案公平而“向后看”，如此之高的认

定标准势必会令真正的拒奸者含冤受屈，毕竟男子抗拒不从

性侵害的意图与妇女并无二致。

为实现这种“瞻前顾后”的考量，立法者只好根据层出不

穷的现实案件，反复调整定罪量刑标准，其效果却是捉襟见

肘、事与愿违：法律愈发繁琐，司法中亦难以操作。

具体来看“男子拒奸”条例的频繁修订。通过乾隆四十二

年(1777)设立专条、道光四年(1824)修改等，清代条例确立了

“男子拒奸杀人分别治罪”的原则。

乾隆年间，因此类案件常有，法无明文，刑部奏请，无实据

者仍科杀人之罪，有据可凭的则可以认定为“拒奸”，并免死处

以流刑。其后又增添了死者应“年长凶手十岁以外”方可将拒

奸者减死等细则。

因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新增“妇女拒奸，登时杀人，审

有确据”勿论之例，随后的道光三年(1823 年)，刑部上奏，男子

虽与妇人不同，但面对侵害而“守身”、不得已而杀人，均属“情

有可原”，应参考妇女拒奸杀人勿论规定，给出男子拒奸杀人

勿论的多重条件：一是死者“强奸”之举证据确凿，即要求目击

者作证、死者生前承认与死者亲属确认这三项缺一不可。二是

被杀者要比拒奸者大十岁以上，而拒奸者的年龄要在十五岁

及以下。三是杀人行为发生在拒奸的当场、当时，即“登时”。

未达到上述条件的，则分别科以流刑、绞监候等。整条例

文近 500 字，列举种种情况，规定极其细腻。

回到开篇的李虎娃杀彭某案，可见细致的条例规定，给司

法实践带来了不小的负担：考验办案人员调查取证、判别案犯

供述真伪的能力。

如果樊增祥听信虎娃的自首，那么虎娃面临的刑罚是绞

监候，即便因秋审“缓决”而死罪可免，却要在牢狱中苦熬多

年，耗尽青春。

好在樊增祥的秘密诘问终于令虎娃哭诉出了真相：彭某

确实行奸，但对象不是虎娃，而是虎娃的母亲李杨氏，也不是

强奸，而是与虎娃之母长期通奸。

那一日虎娃因故夜行，带刀防身，不料回家却撞见母亲与

彭某通奸，一怒之下举刀砍向彭某。

虎娃的力量本远不及彭某，只因李杨氏到底顾恋母子之

情，扯住要反击的彭某，这才让虎娃找到机会，终于把彭某乱

刀砍死。他为了顾全母亲名节，报官时才声称自己是拒奸杀

人，以掩饰子捉母奸的实情。

这在樊增祥看来是智勇双全又保全孝道，符合当时的道

德取向，为维护纲常，樊增祥绕开法律，将虎娃行为渲染为大

快人心之事，请示朝廷，不但免虎娃死罪，更将其无罪释放。

此后，清廷于穷途末路寄希望于变法修律，而接受域外刑

法思想的修律者同时成为旧律的批判者，对道光年间确立的

长篇大论的“男子拒奸”条例，修律者不以为然。

首先从可操作性方面，所谓三项兼备及年龄差异与场合

等方面的严格限定，太过机械：不满十五岁的少年与二十五岁

以上的壮年男子强弱悬殊，以弱杀强，事理所无；免罪的必要

条件即取得“死者生供”也不现实，命悬一线者难以留下自白，

能留下遗言者也未必情愿自认恶行。可见条文巨细靡遗并非

办理此类案件的关键，实现个案正义的关键只在办案者推敲

案情、辨明真相。

其次，从合理性方面，此条设立之初便存在缺陷，这才导

致其后修订不止：康熙年间，凡鸡奸之案，比照各类伤害之罪

来处罚，根本便是男女不同，男子之间不应以奸情论，男子拒

奸之例制定后，纵使定罪斟酌权衡，量刑煞费苦心，无奈条文

日渐冗长，法理隐而不彰。晚清修例者抓住最后机会，将这一

条既不实用，又不合理的条例删除了。

清
代﹃
男
子
拒
奸
﹄漫
谈

清清代代针针对对““男男子子拒拒奸奸杀杀人人””案案件件看看似似严严谨谨，，

实实则则暧暧昧昧

金金华华法法官官““诗诗和和远远方方””里里坚坚守守初初心心

在提拔选用干部时，汤海庆有着深切的体会——能努力培养提高个人法律专业素养、能沉下心来“充电”

的人，当法官也不会差。而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办案时会更加客观中立，从而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中坚守法律至

上的法治信仰

《民国人物大辞典》中沈

家彝与沈崇诲的词条正好是

前后相续。两人不仅籍贯相同

(江宁即南京)，沈崇诲在《自

传》中还曾谈到 1932 年“双亲

已赴上海”，与沈家彝出任司

法行政部参事和江苏高等法

院第二分院院长时间吻合，从

这些角度讲，沈家彝很可能就

是沈崇诲之父

一一个个““法法律律人人之之子子””的的忠忠勇勇人人生生
电电影影《《无无问问西西东东》》中中沈沈光光耀耀人人物物原原型型详详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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