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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三起解案》透视法官的司法伦理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

内惨，过往的君子你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

那三郎把信传。1

这句唱段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这正是经典唱段《苏三起解》中的一段。该

戏曲取材自明代冯梦龙撰写的小说《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

2
戏曲传统剧目的全本戏名为《玉堂春》，《苏三起解》只是其中的一折，并广为

流传。

那么这个故事究竟讲的是什么呢?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做“起解”。简单的说，

“起解”相当于今天的“提审”。在当时蒙冤的囚犯会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上级的

衙门申诉冤屈，上级如果相信有冤情的存在，就会将案卷连同人贩提到衙门审理，

这叫做“审录”，而“审录”中的人贩被押送上路则称为“起解”。
3

话说苏三的艺名是玉堂春，苏三也非其本名，只因其在妓院中排行老三而得

名。苏三在五岁那年被乐户
4
苏淮夫妇买回调教，因其天生丽质，又精通琴棋书

画，能歌善舞，十五岁便成为京城中颇负盛名的名妓。
5
后遇见礼部尚书之子王

景龙便一见倾心，许下海誓山盟。谁知当王景龙床头金尽，就被老鸨一秤金赶出

了妓院，甚至沦为乞丐。苏三于是使计让王景龙带走了自己的所有珠宝首饰，回

乡发奋读书，考取功名。一秤金一气之下将苏三卖给了山西马贩子沈洪为妾。沈

洪之妻皮氏早于赵昂通奸，二人将赵洪毒死诬陷给苏三。苏三与皮氏互相指责对

方谋害了夫君。赵昂以一千两的银子贿赂知县，知县遂对苏三严刑逼供，屈打成

招，被判死刑。而与此同时，苏三的旧情郎王景龙早已考取功名，出任山西巡按，

1 引文出自：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
2 郭建，《王金龙难娶玉堂春》，载《法律与生活》2010 年第 2期（上），第 52 页。
3 翟文喆，《苏三起解·提审·传统法观念》，载《中西法律传统》2004 年 00 期，第 375 页。
4“乐户”是古代的一种贱民户籍。北魏时曾立法，将被处死的强盗的妻子和儿女都配为乐户，喂官府提供

娱乐表演及色情服务，世代沿袭，作为一种惩罚。以后历代法律都有这样的专门规定。“乐户”作为色情服

务、娱乐表演的专业户，是法律上和习俗上的贱民，不得与平民通婚，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的自由

流动。
5 陈长春，《解密苏三》，载《神州文俗》2010 年第 7期，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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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苏三的冤情后，立即下令将苏三一案的所有人员带到太原，并让刘推官审理。

最后苏三冤情得以昭雪，真正的罪犯伏法。

故事的结局是让大家拍手叫好，大快人心的，苏三沉冤得雪，真凶伏法，贪

官被革职，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回顾整个案件的审理和提审的过程，却不禁让

我有更深的思考。

在古代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中，重身份、尚经验、轻礼教。在这样

的社会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青天意识”和法官断案的经验主义。
6
人们往往

寄希望于某一个“青天大老爷”而不是法律来保护社会的公平秩序。正如本案中，

无论是嫁祸者皮氏还是被冤枉的苏三都有一种潜在的“青天意识”，他们深知知

县手中的权力足以谱写各自的命运。于是便有了下面这一段：

王县令见他二人各说有理，叫皂隶暂把二人寄监：“

我差人访实再审。”二人进了南牢不题。却说皮氏差人密

密传与赵昂，叫他快来打点。赵昂拿着沈家银子，与刑房

吏一百两，书手八十两，掌案的先生五十两，门子五十两，

两班皂隶六十两，禁子每人二十两，上下打点停当。 封了

一千两银，放在坛内，当酒送与王知县。7

当王知县面对这一千两白银时，法律的天平自然发生了倾斜。在第二天的庭

审中，便可发现王知县的态度有所转变了。

次日清晨升堂，叫皂隶把皮氏一起提出来。不多时

到了当堂下。知县说：“我夜来一梦，梦见沈洪说：‘我

是苏氏药死，与那皮氏无干。’”玉堂春正待分辩，知县

大怒，说：“人是苦虫，不打不招。”叫皂隶：“与我拶

6 王威，《身份社会、伦理法律与“轻程序”的逻辑推想——以戏剧<苏三起解>为例》，载重庆科技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期，第 75 页。
7 同脚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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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实打。问他招也不招？他若不招，就活活敲死。”玉

姐熬刑不过，说：“愿招。”知县说：“放具。”皂隶递笔

与玉姐画供。
8

没有证据，没有辩护，仅凭县官所谓的一个“梦”，便对一个弱女子动用酷

刑，并最终屈打成招。王知县所谓此种断案方式令人发指。如果说王知县的断案

过程完全不讲法律的程序是因为身份社会中封建统治特权的无约束所致，是“重

实体，轻程序”的大环境所致；那么王知县因贿赂而不问实情就对苏三屈打成招

则是其作为“法官”无视其职业道德的表现。正是县官“人是苦虫，不打不招”

这样赤裸裸的权力意志和暴力审判，才造成了苏三的冤情。押解苏三的解差崇公

道的一段话让我们醍醐灌顶。当苏三哭诉县官贪赃受贿、冤枉好人时，崇公道说

道：“你也不想想, 他这官儿是怎么来的, 是他花银子运动来的, 要是不收贿,

什么时候才能够本呀？衙门大堂不种高梁, 二堂不种麦子,不吃打官司的吃谁呀?

就连我在这案子里还闹了一双鞋穿呢！”在这样所谓的“崇公道哲学”
9
下，法官

们何谈司法伦理？谁来为无数冤案伸张正义？在我们职责王县令的同时，不要忘

了这案子里的另一个“法官”——刘推官。是他为苏三平反冤案，惩治真凶，但

故事发展到这个地步并不是必然而是偶然的。苏三为何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

接着往下看。

故事于是进入转折点，苏三的旧情郎王景龙高中进士并成为山西巡按。王景

龙在案卷中看到了苏三的名字，立即决定要启动提审程序。

公子到平阳府, 坐了察院,观看文卷。见苏氏玉堂春

问了重刑,·····次早, 星火发牌,按临洪洞县各官参见

过, 分付就要审录。
10

而我们的巡按大人为了避嫌并没有亲自审理此案，而是委托刘推官代为审

8 同脚注 1。
9 宋发选，《警惕——“崇公道哲学”》，载《政工学刊》1998年 11月，第 46页。
10 同脚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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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公子分付刘推官道：“ 我来到任, 尚未出巡, 先到

洪洞县访得这皮氏药死亲夫, 累苏氏受屈。你与我把这

事情用心问断。”11

巡按大人的话是本案的关键所在。按说提审的目的应在于查清事实真相，纠

正错案冤案，而巡按大人似乎在提审前早已有定论了。“真相”似乎已存在于巡

按大人的心中。提审，提审，“提”才是关键，而审不审早已不重要了。那么巡

按大人是怎么认定苏三是被冤枉，而真凶是皮氏的呢？巡按大人在决定审录前曾

到洪洞县街上走访过一个脚夫，得知苏三与皮氏之间有些纠纷。我们不禁要问仅

仅是证明二人之间有某种纠纷就可以断定此案有冤情么？这样的调查岂不是制

造有一个冤情的开始么？

刘推官上场后，我们对其断案的技巧不禁拍手叫绝。刘推官假意休庭，把皮

氏和赵昂等人锁在铁轨的四个角落，并在柜子里藏了一个书吏。皮、赵二人见四

下无人便密谋串供。书吏记下了二人的话，一切真相大白。刘推官没有使用刑讯

逼供就使案件水落石出，令人叫绝，但其并非真的不屑用刑讯逼供这一套手法。

刘爷即时拿赵昂和王婆到来面对。用了一番刑法,

都不肯招。刘爷沉吟了一会, 把皮氏这一起分头送监,

叫一书吏过来：“这起泼皮奴才, 苦不肯招。我如今要

用一计，用一个大柜······”12

由此可知刘推官并非不想动用酷刑，只是酷刑也未起到作用，才出此下策。

从“这起泼皮奴才”足以看出刘推官认定皮氏等人是有罪的，从今天的法律角度

看，这就是有罪推定。因此，无论是刑讯逼供还是刘推官此计中的偷录口供没有

11 同脚注 1。

12 同脚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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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区别。我们说王知县收受贿赂，对苏三屈打成招是目无法纪，是有违法律、

道德；那么刘推官对赵昂等人刑讯逼供，甚至使计收录证言，就是伸张正义、有

某有略吗？前文提到过，刘推官是受巡按大人的委托来提审此案，并且巡按大人

对此案早有“皮氏药死亲夫, 累苏氏受屈”的断定。不难看出，刘推官并非在公

正审理、伸张正义，他只是在完成上级布置的一项任务。无论用何种方法，他都

要让皮氏和赵昂认罪。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要求刘推官能够“无罪推定”

呢？

苏三的胜利来自于巡按手中的身份特权，而这种身份特权践踏了法律程序的

所代表的正义。苏三的幸运来自于遇上已登仕途的旧情郎，送来了迟到的正义。

但这样的“正义”是非常态的，它是通过巡按手中的特权跨越社会阶层，扶正荒

唐的司法来实现的。这是一场偶然的胜利。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权力的司法体系中，

即使刘推官再有断案技巧，再遵循司法伦理也是毫无意义的。官员们首先应该理

清的可能是权力斗争的分布以及上级像苏三一样的“情人”究竟有几个。王知县

和刘推官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仅仅是第一次，巡按的情人遇到了贪官；第二次，

贪官遇到了巡按大人。

在这样的身份社会中，身份是人们获取特权的主要途径。特权意识的弥漫也

是导致法律程序的缺失和法官职业道德感低下的主要原因。在古代社会，身份的

有无是获得特权的合法性依据，肆意横行的特权扼杀了权力行使的程序化和正当

化的基础，因而司法伦理也被视为草芥。在本案中，法律实际上被权力强奸了两

次。苏三的沉冤得雪并非是正义的实现，只是证实了特权意识的存在。本案的判

决书是这样写的：

皮氏凌迟处死, 赵昂斩罪非轻。王婆赎药是通情,

杖责段名示警。王县贪酷罢职, 追赃不恕衙门。苏淮买

良为贱合充军, 一秤金三月立枷罪定。
13

13 同脚注 1。



曲秋明 1201301714

6

此段文字中正透露着一个秘密——本案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冤案诞生了，那就

是苏淮和一秤金的“买良为贱”罪。
14
明朝虽禁止买良为贱，但苏淮夫妇买苏三

已过去二十年后，再来翻这笔账未免说不过去。苏三父母将其卖给苏淮夫妇时，

并没有人提出是否合法的质疑；王景龙在妓院遇到苏三一见钟情时也未质疑过合

法性问题。更何况，若是没有所谓的“买良为娼”，苏三和王景龙也不会相遇，

也不会有这段流传至今爱情故事。且不论我们现代人说的时效问题，就是在当时

的古代也是一出“整人”的戏码。

苏淮已先故了。一秤金认得是公子, 还叫：“王姐

夫。”被公子喝教重打六十, 取一百斤大枷枷号。不勾

半月, 呜呼，哀哉。
15

可能是作者为了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让一秤金没见法官的

面，就一命呜呼了。无论如何，苏三至少还见官开庭四次，这一秤金却并未正式

走过司法程序。难不成是一秤金命比苏三贱，亦或是苏三多了一个巡按情郎的缘

故？

故事讲完了，但是谁来构思故事环环相扣的情节和大快人心的结局呢？是作

者？是王知县和刘推官？还是所谓天理？我认为都不是，真正的“编剧”是我们

古代社会百姓的法律观念。在中国古代，我们百姓的法律观念是什么呢？首先，

中国老百姓信奉“人治”而非“法治”；其次，“人治”又导致百姓对于法律只是

作为工具而非信仰。

对普通百姓来说，“长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安居乐业。人们确信有

了圣君，就有了公正的“王法”；有了清官，“王法”就不会冤枉无辜。在中国古

代社会中，最受百姓欢迎的是圣君清官，对法律，人们并不十分重视。因为立法、

执法皆为政府之事，百姓只有守法的义务。
16
我们经常说“父母官”，这就反映了

一个现实——中国古代的官民关系被转化为一种政治性的“父子关系”。
17
官民之

14 明朝法律规定，如果乐户收买良民的女儿为娼妓，或者娶良民发女为妻，或者买为妾，或者收养为子女

的，都属于犯罪，一律应处杖一百的刑罚。
15 同脚注 1。.
16 马小红，《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大象出版社，第 121页。
17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系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 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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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演变成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和伦理关系。正因为这些

科举征途出身的“父母官”有着道德和人格上绝对的优势，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

执掌着国家的司法，至于是否精通律法和是否拥有法律职业的经验，并不是根本

的问题。
18
明、清以制义取士，无人读律。以刀笔吏位至显要是不可能的事，反

之专习刑名刀笔者只能为掾吏（如州县衙门行方书吏之类），为幕友。
19
古代官员

往往不专习法律，却要以法断案，可以说这是很矛盾的。因此他们并非以“法”

为标准来判断善恶，而是以“礼”来判断，“礼”认为对的就是“法”认为合法

的；“礼”所不容许的，就是“法”所禁为的。
20
“法”仅仅被视为保障“礼”实

现的一种手段。任何违法的人同时就是违礼的人。违法本身是一个道德评价，其

次才是一个法律评价。
21
法律在中国古代人眼中就是一个道德问题，而这个道德

问题由法官来判断往往带有法官自己的道德判断。而成为百姓心目中“好官”的

前提首先是官员是孝子，是忠臣。但这个孝子、忠臣的道德判断是否合法百姓是

不关心的。即使苏三案中的刘推官不是迫于上级的压力，而是以道德作为判断标

准，其诱供行为、有罪推定以及对苏怀夫妇的错判都是有违司法伦理的。但是对

于刘推官的断案技巧和判决却是使所有人都拍手称赞的，这不禁让我反思为什么

没有人去质疑刘推官的法官伦理呢？

说中国是一个家族伦理型的社会，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是比较符合中国

社会传统的客观现实的。
22
在道德的文化氛围里，法律的改革也不能不以自省自

修的道德拔高为目标。泛道德主义的文化传统，以善恶判断作为言论与行为的尺

度的习惯，使得司法活动带上强烈的道德化的色彩。司法活动一旦走上伦理化的

道路，道德规范变为对人们行为强制约束的力量，它就不能不依从官僚意志。因

为只有官僚意志才能裁判何为善何为恶。这样就决于权力，而不再是良心，道德

就从人们良心掌握的舆论力量变成司法者可能枉法裁断的工具。
23
在苏三案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个案正义被权力强奸了两次，无论是王知县还是刘推官都

18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系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 267页。
19 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载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13页。
20 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载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01页。
21 王威，《身份社会、伦理法律与“轻程序”的逻辑推想——以戏剧<苏三起解>为例》，载重庆科技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4期，第 75页。
22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系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 180页。
23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系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 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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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遵守作为一个法官的职业道德和司法伦理。王知县因授受贿赂而滥用手中的

权力，将苏三推向地域的边缘；刘推官因上级的压力而滥用手中权力，用不符合

法律程序的断案方式“惩恶”并制造了一个真正的冤案。

此外，善恶判断代替具体案件中的是非判断，并且将案件中一切有关的言行

都纳入到道德评价中去，易形成道德集权主义。我们之所以一直把批判的眼光放

到了王知县的身上而忽略了刘推官的违背司法伦理的行为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

常以善恶判断来代替是非判断。因为皮氏和赵昂栽赃陷害苏三，所以刘推官就可

以对他们用刑吗？就可以用“人肉录音机”偷录口供吗？是恶人就不应当受到法

律的保护和尊重吗？当然无论是刘推官的行为还是我们对其的评价都是有着深

刻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的。

首先，明朝的立法循于天理，顺乎人情。何为“循于天理”？其一，立法循

于天理；其二，司法机构设置循乎天理；其三，法律适用循于天理。
24
理学思想

家认为，虽然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是符合天理的，但理之用却因物而各异，具体到

社会等级方面，不同等级所遵循的理也不同。“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

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具其用。”
25
而天理观在法律中的适用体现为

因等级不同而适用的法律亦不同，这使得不同的等级在适用法律时是不平等的。

明朝天理所体现的是永恒不变的伦理纲常的等级关系，个人的身份和地位由伦理

等级关系决定，正义价值体现在个人对国家和家族的义务，而不是其权利和自由。

什么是苏三的正义？当王知县不知苏三的身份是巡按大人的旧相好时，将其性命

视如草芥、冤其入狱。当刘推官知其身份时，为替其昭雪不惜动用酷刑和诡计，

冤死两条人命。这正是苏三“身份的转变”带动了其命运的改变，正体现了这个

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身份标签制度。可怕的是这样的一种维护等级关系的法律竟能

为大众所接受，以这样的等级意识来断案竟能为百姓所信赖。

其次，明朝的统治者制定法律的另一指导思想是法要合乎人情。
26
何为“人

情”？其主要表现为“礼”。明建文帝认为礼之作用在于：“律设大法，礼顺人情，

齐民以刑，不若以礼”。
27
礼因顺应民情而被人们接受，而统治者主张法律顺应民

情是从通知稳定的角度考虑。从社会的稳定的视角来看，法律顺应人情是合理的。

24 苏凤格，《明末清初法律思潮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第 56页。
25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398页。
26 苏凤格，《明末清初法律思潮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第 56页。
27 《历代刑法志》之《明史·刑法志一》，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 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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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天理和人情是国家与民间共享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个人的

的自由和权利不被重视。个人负有对家族和国家的义务，当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

和国家利益冲突是只能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家族和国家利益。整个社会的正义观念

不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增进，而是个人对家族和国家的贡献，其个人价值也体现

在这里。
28

正是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使得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认为“顺人情”是理所

应当，法律并不可能平等适用，更不可能讲求程序的公正。王知县固然贪赃枉法，

但是正如崇公道所言，在这个案子中谁没有捞一点油水呢？不捞油水，官衙靠什

么维持？这样的“崇公道哲学”我们不敢苟同，但是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

的真实景象。刘推官在表面上并没有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但从今天的法律看来，

他仍然违背了法官的职业道德。这个案件的提审似乎并不符合正常的司法程序，

提审的速度快、效率高、判决快、执行更快。恐怕没有几个案件可以享受这样的

待遇，这正是刘推官“顺人情”的效果。他顺了巡按大人的“情”，与此同时还

貌似合乎了“天理”，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中国人常说“天理”、“国法”、“人情”，而使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达到平

衡是一门极高的执法艺术也是最最考验中国古代官吏的。
29
刘推官的所作所为正

应了那句“人情大于王法”。但何为“人情”呢？“人情”在儒家文化中的主要

含义是“民情”、“民心”，是“民”的对应概念。
30
由此可见，刘推官的做法确实

是“法顺人情”的。百姓认为像苏三一样的弱者就是应当得到法律的帮助的，而

像皮氏这样的奸人就理应受到国法的制裁不论程序是否是合法的，也不论是否给

过其辩护的权利。对于苏淮夫妇这样“买良为贱”的恶人，百姓更是认为他们的

死是罪有应得，却从未有过法不溯及既往的意识。因而刘推官这样一个实际枉法

的官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我们不能穿越时空去问问刘推官到底是因何还了

苏三一个清白，是因为正义，还是因为上级压力或是所谓人情？

良好的法律应该使人有着对自己行为的预期评价作用，然而在明朝这样的法

律之下人们不能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合理的预期。在同样的案件中，法官可能因为

各种因素而做出不同的判决。如果苏三不是巡按的旧相好，刘推官还会为其昭雪

28 苏凤格，《明末清初法律思潮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第 62页。
29 俞荣根，《应天理 顺人情》，山东教育出版社，第 135页。
30 俞荣根，《应天理 顺人情》，山东教育出版社，第 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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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如果苏淮和一秤金当年没有买了苏三，即使买了其他良家妇女，还会被判“买

良为贱”罪吗？只怕是刘推官并没有为其他的官吏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只是让他

们更加关注上级的旧相好到底有几个而已。我们能不能期待刘推官对巡按大人说

“不”，能不能期待他质疑巡按大人所谓的冤案是缺乏证据的，能不能期待他在

此案中可以做到“法官独立”，能不能对苏淮夫妇公平对待？正如蒋大兴所说“当

法律人以法律技能作为谋生工具、而且谋生还充满竞争和艰难时，如何能期望他

们有超越物质的更高远的目标？法律职业化道路的本身，也许早就奠定了法律人

‘身份悖论’基石。”
31
当刘推官想要维持其法官的职业道德和司法伦理的时候，

其必然冒着被摘下乌纱帽的风险。刘推官会因为几个本就是“恶人”的人和所谓

的司法伦理就把其辛辛苦苦几十年才坐上的位置而轻易抛弃么？对待法官的职

业道德问题，如果止于发现一个解决一个，而不去反思体制的问题，那就永远会

疲于奔命。

有学者在谈到中国古代的司法伦理时认为：“假如我们能在中国古人中进行

一次民意测验的话，关于司法者职业道德的项目大概会由这样一些品质组成，即

刚直不阿、铁面无私、清正廉洁、忠于君主、体恤民情。另外通过对传统社会中

司法过程的考察，我们也发现这几项要求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

那就是，钢直、无私和清廉都侧重要求司法者不屈从权贵的威逼和私利的诱惑而

严格地适用法律，而效忠君主和体恤民情有时却要求不执着于僵硬的法律条文，

根据案件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而灵活地司法，甚至完全抛开法律条文，径直地按照

某种道德要求或利益要求作出判断。”
32
“正是因为司法在体制上从来没有获得独

立的地位，因而司法职业者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在道德上有独立追求并有力量维

持这一道德的群体。于此同时，司法的不独立又与司法权的滥用以及衙门的腐败

联系在一起。”
33

因而我们要求刘推官在那个时代能够遵循法官的职业道德和司法伦理似乎

有些强人所难。职业群体是职业道德存在的基础，而职业道德会推动职业群体的

发展。在职业群体的支撑下，职业者才能更好地排除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影响，

坚守职业道德。如果司法伦理没有司法制度和法律人群体的支撑，就无法存在。

31 蒋大兴，《法律人，那些飘忽不定的理想》，载刘小吾著，《徘徊在商人、牧师和官僚政客之间走向职业共

同体的中国法律人》，法律出版社，第 4页。
32 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74—75页。
33 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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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推官在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取向正是缺乏制度支撑的悲剧性道德，无所谓

司法伦理的存在。

苏小姐迟到的正义只能说是非常态的，她的幸运只能说是一个偶然中的偶

然。明代全国人口 6000 万，每三年取进士 300 人。
34
而像苏小姐这样能够遇到未

来的西安巡按并与其谱写真正的爱情故事的妓女又有几个人？刘推官的职业伦

理是不能简单的用“对”与“错”来评论的。正如涂尔干所言“有多少种不同的

天职，就有多少种道德的形式。”
35
如果一个职业道德是成熟的，它应当与普通的

道德相区别甚至相冲突。在明代身份等级制度森严、司法不独立，法律人群体尚

未形成的背景下，我们难以要求刘推官拥有成熟的职业道德和司法伦理意识。

34 翟文喆，《苏三起解·提审·传统法观念》，载《中西法律传统》2004年 00期，第 383页。
35 爱弥儿·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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