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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家事诉讼主要指的是宗亲、姻
亲亲属之间因人身和财产关系等纠纷而
产生的诉讼。与其他类型的诉讼相比，
家事诉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纠纷发生在
家庭或家族内部，具有极强的私密性、
涉人身性、涉情感性以及对社会稳定的
重要性。因此，作为家事纠纷解决渠道
之一的家事审判与普通的民事审判相比
有着很大区别。在中国古代社会，天理
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重视人情，

“准情酌理”是我国传统司法的一大亮
点。尤其是家事诉讼由于其自身的特殊
性，“情”的运用便成为古代司法官员
在家事审判中援用的法源和教化民众的
重要凭借。“盖天下事，不外情与理而
已”。古代司法官员在家事审判中不拘
泥于法律条文，“法情允协”，“暖心断
案”，将“情”贯穿于家事审判全过
程，从而使家事审判更具有人情味的司
法智慧，对当下家事审判改革具有一定
的启示意义。

“情”涵义在审判中的考量

作为一种司法实践中可援用的法
源，“情”的涵义，一是指情感。主要
指带有儒家伦理性的以忠孝为核心的亲
情。《论语·子路》言“父为子隐，子
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颜渊》
云“片言可以折狱，其由也欤”。孔子
认为法律应当“承天之道以治人之
情”，公正蕴含在人情之中，行事符合
人情，才是最大的公正。二是指人情，
主要是指一般的人情世故、地方风土人
情和风俗习惯。三是指人们普遍认可的
常理、事理。“祖宗立法，参之情理，
无不曲尽。倘拂情乎，违乎理，不可以
为法于后世矣。”俗语所称人情世故也
就是符合人们普遍认知的日常道理。四
是指案件实情、情节。因此，“情”在
司法中的运用，就是既要考察具体案
情，依法断案，也要注重流行于社会而
被广泛认同的情理、人情，做到情法两
尽，最终实现中国古代司法情理法和谐
统一的价值追求。

“情”在古代家事审判中
的运用

尽管家事诉讼表面上看纯属家庭内
部主体间的纠纷，但实质上与国家和社
会根本利益息息相关。家事诉讼如果得
不到及时、合理地解决，往往会酿成个
人、家庭甚至社会的悲剧，从而对社会
稳定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古代司法官员
在家事审判中淡化是非，力求两和，一
般不让诉讼的任何一方获得全胜，必须
让双方均有损失感，但理足的一方损失
小些，理亏的一方损失大些。即“与原
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理；与
原告以六分罪，并必与被告以四分罪，

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忿激再讼”。
这种判决的宗旨是为维护“亲亲之爱”
的和谐秩序，以折中、调和、妥协的方
式平息纠纷，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人际关
系、是非纷争，使家事审判更具有人情
味儿。

清朝《于成龙判牍》中记载，于成
龙曾审理过一则兄弟二人“葬母”案。
夏氏嫁到范家，生育儿子范甲后丈夫去
世，因家贫无力养子，改嫁华家，生育
儿子华甲，丈夫也早逝。由于华家家境
殷实，夏氏没有再改嫁，抚养二子长大
成人。三十年后，夏氏临终前留下遗
言，仍愿归葬范家。依当时之法，妇女
改嫁后即与前夫家断绝联系，没有亲属
关系，应该与华甲之父合葬。范甲以母
亲遗言为据，上诉至州府。于成龙见此
案特殊，在判词中写道：“本案前由江
夏令审断一过，判将夏氏之柩，葬后夫
华姓坟上。其所根据，第一按照律文，
第二根据古礼，本府于提审此案时，即
已审度再三，原判一据律，再据礼，实
无可指驳。但范念岵一片孝心，冀干母
之蛊，成母之志，其心亦可嘉尚。故有
司断案，亦不可纯略迹原情。今本府为
慰安孝子之心计，特取其无碍于律文
者，而为而等判。夏氏尸体棺柩，依律
应仍遵照原县判案，归入华姓坟墓，范
姓不得争夺。但念范念岵以三十年抚养
之恩，并不忍其母之失志，并不忍有父
而无母，亦准予得变通办法，与华氏子
康年一体斩衰三年，并仿古人魂葬之
礼，另行招魂致奠，将夏氏生前衣服，
附葬于范文六之墓，并许得称范夏氏。
如是则律与情各不相仿，在华氏子亦可
释争矣。且查律改醮之妇，虽有归后夫
之家语，然使前夫家自愿收回者，在律
亦并无禁止之明文。是范念岵招魂安葬
之举，华氏子亦可无所用其争，且亦不
必争矣。此判。”

机敏的司法官员想出一个妙招，判
夏氏尸棺与衣物分葬于两姓，这样就使
得情法两平，纷争消除。

再如，《鹿洲公案》记载，清代雍
正年间地方官蓝鼎元审理一件兄弟之间
因争夺遗产而引起的诉讼过程，集中体
现了“追求和谐、息事宁人”的审判理
念。陈阿明与陈阿定系亲兄弟，父亲去
世后留下七亩土地，兄弟俩为争夺土地
所有权而争讼到蓝鼎元处。哥哥陈阿明
有父亲百年之后此田给付长孙的分家协
议，弟弟陈阿定则持田产由次子阿定继
承的父亲临终遗书。对于兄弟之间的诉
讼，古代司法官员曾有过精辟的见解：
兄弟之间，本无不和也。以和而致争，
以争而致讼，以讼而致息，以息而思
和。不告不知情费，无由思息也。不打
不知畏楚，无由永和也。聊以十三之竹
皮，用代六条之木舌。埙篪之爱，其未
艾乎？

因此，对于兄弟对簿公堂，司法官

员的作用就在于利用诉讼揭示、挖掘潜
藏的人情，并以情断案，进行教化，实
现无讼。为从根源上解决此案，使兄弟
俩和好如初，蓝鼎元下令衙役将两兄弟
用一根铁链连在一起，然后让人暗中观
察两人的反应。起初，兄弟俩都是满脸
怒色，彼此互不搭理，背对而坐。过了
一两天，兄弟俩渐渐对面而坐，又隔数
日，兄弟俩互相叹息并渐渐交谈起来，
后来又在一起吃饭。蓝鼎元知道他们二
人已有悔改之意，这时就把两人带到公
堂之上，兄弟俩提到骨肉亲情时痛哭流
涕，争着要把田产让给对方，并对天发
誓一定重归于好。蓝鼎元考虑到此案背
后还意味着两个家庭的矛盾，兄弟两人
虽真心悔悟，但恐怕妯娌不和，于是让
兄弟俩暂且回家与妻子商量，然后再来
结案。几天之后，兄弟二人各携妻子与
儿子并邀请族长一起到公堂，请求把该
七亩土地作为家族的祭田，由两人轮流
耕种，收成用来祭祀祖业。兄弟礼让，
争讼和息而终。在此案中，蓝鼎元秉持

“和为贵”的司法理念，在审判中注重
调解、息事宁人，维护了乡村社会稳定
的人际关系和家庭亲族内部正常的生活
秩序，充分体现了古代家事审判中的人
情味儿。

情浮于法时，屈公法而循人情。财
产争讼是家事审判中的重要内容，而立
继之争名义上是为延续香火，实际上也
是围绕争夺财产继承权展开的。古人为
此多有感慨：立继之争，“为义乎，为
利乎？”所争财产虽是“民间鸡虫得
失”，但由于所争之人大多是亲戚、朋
友、邻居的关系，所以这种行为既败坏
了儒家提倡的和亲睦族的美德，也影响
了社会的安定。因此，“上不违法意，
下不拂人情”，力求法与情间的兼顾与
平衡是古代司法官审理家事纠纷所遵循
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当法律与人情
发生冲突或者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官
员往往采取屈公法而循人情的中庸态
度。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也就
是说，“人情”在判断是非上比国法更
具权威性。

《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一起宋
代司法官员范应铃审理的熊家兄弟以立
继为名争夺财产案。熊资死后，其妻阿
甘改嫁，由于财产不满三百贯，从条合
尽给其女承分。但其女未及毕姻而身
故。熊资的两个哥哥，则争着以其子为
熊资立嗣，阿甘亦称其中田百把是自己
购置的，也欲求分割。对三方的争讼，
范应铃明确地指出：“立嗣之说，名虽
为弟，志在得田，后来续买，亦非阿甘
可以自随。律之以法，尽合没官，纵是
立嗣，不出生前，亦于绝家财产只应给
四分之一”。但“今官司不欲例行籍
没，仰除见钱十贯足埋葬女外，余田均
作三分，各给其一。”范应铃的这个判
决，应该说对三方来说都是有利的。如

果依户绝法将财产没官，谁都将一无所
得，即使官府允许命继，也只能得四分
之一的财产，因此这个“官府从厚”的
判决对谁都有好处，争讼各方从心理上
也容易接受。

又如《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的司
法官员刘克庄审理的一起典型继承案。
田县丞有二子，即养子世光与亲子珍
珍。县丞财产合作均分。世光死后无
子，二女尚幼。珍珍生母刘氏欲并世光
一份财产归珍珍，县丞之弟亦欲以己子
世德为世光后谋产。但世德与世光是同
辈的堂兄弟，昭穆不顺，不可为世光之
嗣。依法“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
因此珍珍亦不可得世光一份财产。但

“族中皆无可立之人”，为使世光不断香
火，刘克庄仍然同意立世德为世光后。
为避免分后再起词讼，将世光财产分为
两份，世光二女得四分之三，世德得四
分之一。这一判决，使欲吞并世光财产
的县丞之弟“以世德奉世光香火”为条
件，得到世光四分之一的财产，而世光
尚幼的二女的继承权虽得到官府的保
护，但却是以四分之一的财产为代价
的。由此看来，古代司法官员在处理财
产和立继权的纠纷时，虽然分辨是非曲
直，却从不遽判输赢，而是为避免今后
再生词讼，多采取折中的办法，使赢了
官司的人在财产上有所损失，输掉官司
的人在财产上得到一些补偿。

古人认为：“男女婚姻与其他讼不
同，二家论诉，非一朝夕，倘强之合
卺，祸端方始。”于是，古代司法官员
对婚姻之诉，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
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的“女家
已回定帖而翻悔”一案。谢迪父女已收
了刘颖母子的聘礼，并已有了私约，但
又想反悔。依法，“许嫁女，已投婚书
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更许他人
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女追前
夫。”但司法官员并未“以文法相绳”，
他一方面劝谢迪父子“推详法意，从长
计议，不可待官司以柱后惠文从事，悔
之无及”，又劝刘颖母子“既已兴讼，
纵便成婚，有何面目相见，只宜两下对
定而已”。最后双方同意放弃先约，“各
给事由”。

又如：吴重五之女阿吴，先是被吴
千乙兄弟卖给翁七七之子为妇，后来吴
重五又将阿吴夺归复给李三九为妻。因
此致使翁七七上诉至官府。依法应将阿
吴责还给翁七七之子。但此时阿吴已有
身孕。对于这种情况刘克庄采取了面对
现实的态度，他在劝翁家父子时说：

“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之时
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
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
多事矣。”经过刘克庄的劝说，翁七七

“亦欣然退归。”对于婚姻词讼，古代司
法官员认为“若不断之以法意，参之以
人情”，强迫双方在一起，“则后日必致

仇怨愈深，紊烦不已”。正是出于这
种考虑，所以他们的判决，都采取了
面对现实的态度。

对于婚姻争讼案件，司法官员们
的判决还经常不拘泥于法律的规定及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如，冯梦龙
的《醒世恒言》第八卷中著名的“乔
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案，乔太守的法
定职责是确定骗婚者、犯奸者的刑
事、民事责任，但他却不关心这一职
责，反而充当家长，在公堂上为三对
青年再定婚配。所作判词如下：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子爱
女，情在其中。一雌一雄，变出意
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
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
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
得夫，怀吉士初非衒玉。相悦为婚，
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
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
之配。夺人妇人也夺其妇，两家恩
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
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
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
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
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作月老。已
经明断，各赴良期。”

这道判词通篇充溢着人情味而无
引据律法条文之迹象，实属成人之
美、考量人情的典范之作。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我国古
代司法官员在化解家事争讼中将

“情”始终贯穿于审判的全过程，秉
持务实、通变、能动与衡平的司法
理念与风格，并力求打破僵硬、机
械的教条，不死抠法律条文，能够
务实灵活地根据具体的案件事实，
综合考虑社会风俗习惯和民意民情，
以利益衡平的精神，通过“以和为
贵”“崇尚和谐”“注重教化”的司法
理念和因案制宜、调解息讼的判案技
艺，来实现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这对
于当今的家事审判或许具有一定的启
示意义。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太仆
寺旗人民法院）

“法意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个
重要概念”。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笃才先生在 《宋代法意之殇》 一文
中，根据 《宋史》《续资治通鉴长
编》《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载宋人
言论，将“法意”分为法律的基本含
义、一般原理与“微言大义”三类。
关于司法者如何酌量“法意”，学界
同仁已利用《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史
料展开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创法、置
法、变法过程中的“法意”论衡，则
在《宋会要辑稿》存有百余处记载，
以“法意”“立法之意/本意/初意”

“置法之意/本意/初意”等为关键
词，遍及法律文本、立法技术及立法
意图与社会功能等层面，展示出宋代
立法从前期论证到后期完善的审慎与
精妙，本文即由此切入。

宋人对“法意”的不可割舍与反
复权衡，可照见其法律意识和综合素
质。论析“法意”的主体是宋代士大
夫，无论是“法意已详”而阐释，还
是“法意未尽”而补充，以及“推原
法意”排疑解难，他们均积极主动地
推进法制的完善，确能体现“皇帝与
士大夫共治天下”。例如，官员奏议

切近民事，针砭时弊，斟酌“法意”，
多有可取，使制度更为周全，更易落
实。元祐三年，周鼎进言：“按例，鞫
狱必据告者本章，非本章所指而蔓求他
罪，以故入人罪坐之”，然而有司讯问
囚犯的招数却是或蒙蔽囚犯使之“茫然
莫知所以被劾者”，或表里不一，“自疏
他过，奏请穷治”，扩大打击面，刑部
因此将司法实践中出现此种“与律意不
合”的倾向奏上，皇帝下诏：“鞫狱请
治状外事者，论如求他罪律”，即状外
株求者以法官故入人罪论。又如，贯彻
落实既有制度或执行新政策，伴随有普
及相关法律知识之措施。王安石变法，

“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则是纵使
邪说诬民，而令诏令本意更不明于天
下”，“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
吏，使知法意”。（《宋会要辑稿·食货
五·青苗》）

宋人议论“法意”的时代特征是以
君臣信奉“法与天下共”为背景，处在
事无巨细层层关防的考虑之下，对“法
意”的言说时而灵活多变，或纠结于

“祖宗之法”与新旧相争间，“法意”之
争不仅是单纯的解释文句、阐明法理，
而往往牵涉政策导向与政治派别。但宋

人论“法意”更值得关注的启示意义则
在于，其涵盖成法与改制、立法与得
人、目的与效应等面相，既要探明“法
意”以注重实施，更着眼于制度之善与
实施之弊中的落差，开展“法意”与

“人情”的综合考量，蕴含反思与完善
法制的动力。

从立法角度看，论者对“法意”
“人情”的权衡，意在追求制度的合理
与可行，避免“人情法意未尽”，正如

《宋会要辑稿·职官八·吏部》 所载，
制度“欲永久施行，亦贵于法意与人情
相合”（嘉定六年八月三日）。例如，为
提高大理寺官员的办案质量所设之劝惩
办法，本应考虑到大理寺“职事繁重”
的特点，处罚应有理有据，但新办法存
在不妥，势必导致大理寺中官员“一岁
所断，皆无分毫差失，止得减一年或半
年磨勘，则四岁之劳不足以赏一日之
责，委于人情法意未尽”，因此大理寺
丞等具状说明。从大理寺官员所提意见
来看，旧法“若皆无差失，即尽无责
罚”相对合理，而新法“若一岁皆无差
失，而偶失出入笞杖刑者，依近法亦须
责罚丞、评事两员”便是过苛。都省送
下刑部，刑部言：“昨立到比较法，每

岁具两员最多者取旨责罚，不以差失多
寡为限。显与比较旧格法意不同，理合
别行修立。”（《宋会要辑稿·职官二
四·大理寺》，绍兴四年四月十日）

在司法领域，如《折狱龟鉴》的编
者郑克指出，办案者“谨持法理，深察
人情”，是为“严明”。郑克此论，是将
宋代名臣张詠办理遗产纠纷案时令被继
承人的女婿、儿子“三七分”的明断，
与汉代“何武断剑”“悉夺与儿”即断
令财产全归“法定继承人”的严断，从
根由上加以比较：“悉夺与儿，此之谓
法理；三分与婿，此之谓人情。（何）
武 以 严 断 者 ， 婿 不 如 约 与 儿 剑 也 ；
（张） 詠以明断者，婿请如约与儿财
也。虽小异而大同，是皆严明之政
也。”可见“法意”“人情”关系的复杂
性为宋人所关注。《名公书判清明集》
中记载循吏办案通过考量“人情”来贯
彻“法意”、加强判文的公允性与执行
力的事迹，比比皆是。法官选任方面，
有识之士强调在中央审判衙门大理寺任
职的官员应兼通法意与民情，“自非更
历州县，谙练人情，洞晓法意者，未易
居此”，必须“法意、人情无不通贯”，
方可实现“天下之狱得其平”。（《宋会

要辑稿·职官二四·大理寺》，隆
兴二年）

“法意”在宋代得到充分阐
释，充满活力，既可取其概要，亦
可具体剖析，为立法者与用法者所
积极取用。

首先，对于法之设立，如何使
“法意”从“未圆”到臻于圆满、
制度妥善创设并切实遵行，关键在
于，条文的表述应精确，内容要合
理可行，既不该与此前规定相悖，
又须具备现实针对性，如改革政令
如要切实发挥功能，尤当着力推
行，有必要配套督促措施等。

其次，对于法之适用，实则隐
含法律规定与具体情况间可能存在
的冲突，立法目标与司法实践间存
在冲突的可能，因而更要讲究“法
意”“人情”兼顾，追求顺“人
情”而行“法意”，使法之必行、
法可长守。

总之，宋人论“法意”，正是
致力于从以上几点对法之文义、法
之效用的具体言说与深意求索中，
达成理想的治理效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
士后研究人员）

自 1986 年的“一五”普法至
今，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实
施了七次“五年普法”规划，普法
对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动全社
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全面
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回溯历
史，中国古代也有讲读律令等形
式的普法活动，并且其源头可溯
至西周的“悬法象魏”之制。

关于“悬法象魏”，《周礼·秋
官·大司寇》载：“正月之吉，始和布
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
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所谓象魏，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杨伯
峻指出，又称“阙”或“观”，“天子诸
侯宫门皆筑台，台上起屋，谓之台
门，台门之两旁特为屋高出于门屋
之上者谓之双阙，亦谓之两观。阙
或观若今之城楼”，“可以观望，故
曰观，悬法于其上，故亦曰象魏”。
根据《周礼》记载，大司寇于正月初
一将法令悬挂在宫门外的城楼上，
供万民观看学习，十日之后收走。
同时，《周礼·秋官·小司寇》还记载
了小司寇如何率领属官学习并宣
传法律之事，“正岁，帅其属而观刑
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用常
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

缘于将法律公布于象魏之故，
“象魏”又有指代法令之意。《左传·
哀公三年》记载了鲁国司铎官署发
生火灾后季桓子救《象魏》之事，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季桓子
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
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
魏》，曰：‘旧章不可亡也’。”该文中

“御公立于象魏之外”的“象魏”指
门阙，而“命藏《象魏》”的“《象魏》”
指的便是法令。

关于悬法象魏之制的意义，
明代大学士邱浚在《大学衍义补》
中有着极为精彩的论述：

“成周刑典之设，既布于邦国、
都鄙，又悬之象魏，惟恐民之不知
而误犯也。夫设法令以待天下，固
将使民易避而难犯，顾乃深藏于理
官、法家，自典正职掌之官犹不能
遍知其所有、洞晓其所谓，况愚夫
细民哉？闾阎之下望朝廷之禁宪，
如九地之于九天，莫测其意向之所
在，及陷乎罪，从而刑之，是罔民
也，岂圣王同民出治之意乎？是以

《周礼》六官俱于正月之吉各布其
典于象魏，以示万民，其所示者有
善有恶，使之知所好恶，惟刑典则
示之以所禁，使不犯焉。”

“悬法象魏”之制旨在普及法
律，使民众能知晓并遵守法律。若
将法律深藏，执法者尚不能遍知和
洞悉法律的规定，何况普罗大众？
民众不知法律作何规定，待其触犯
法律之时又施加刑罚，实为欺瞒陷
害民众。所以于每年正月初一悬
法于象魏，使万民知晓法律的规
定，以此指引自己的行为。

除了悬法于象魏之外，《周
礼》中还记载了承担普法责任的
布宪之官。据《周礼·秋官·叙官》
载，布宪包括中士二人、下士四
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其
职责是“掌邦之刑禁，正月之吉，
执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宪邦之刑
禁，以诘四方邦国及其都鄙，达于
四海”。国家的法律已布于象魏，
悬于门闾都鄙，但仍恐奉法者有所
废弛懈怠，于是设布宪之官，布宪
官每年从正月开始遍巡天下，自内
至外，由近及远，进行全国范围内
的普法活动。如《周礼·秋官·士
师 朝士》载，“士师之职，掌国之
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皆以木
铎徇之于朝，书而悬于门闾。以五
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

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
西周既有悬法象魏之制，还设布宪
之官宣传法律，采取的是双重进路
的普法举措，目的在于通过普法使
民众知法守法，达至刑措不用的境
地。若藏法于官而不布之于众，待
民众触犯法律后又加之以刑，乃不
教而杀，此举并非圣人为治之意，
也难以达到为治的效果。因而必
须将法律公布于众，使民知道法之
所禁，如此方可遵守而不至于违反
法律。如邱浚所言：“既布之以书，
复表之以人，所以谆谆于国家之刑
禁，朝廷之号令，使民知所遵守而
不至有所违犯焉。”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人
权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