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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通过对古代讼师的功过、伦理观念和对现代律师的功过、伦理观念的

讨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讼师和律师的比较研究，以期对当代律师自身以及其伦

理观念的发展起到一些借鉴之用。

讼师是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下催生的产物，而律师则产生于资产阶级民主法制

制度，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1。律师制度在被引入我国后，不可否认的

对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制度毕竟不是我国社

会历史发展自生的产物，在移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笔者期望

通过比较讼师与律师在各自社会背景下的功过对现在的律师制度和工作有所帮

助。

特别要指出的是，对讼师伦理和律师伦理的讨论也非常重要。因为一般来说，

合伦理不仅支撑法统而且支撑道统，它包含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和正当性解释。与

此同时，每个政权、机构和个人都面临着是否合伦理的逼问--法律职业也不例外。

如果法治只是给法律职业人带来了就业机会、客户、稳定的收入来源和体面的生

活，如果只有法律职业人才是法治社会最大的受益人，那么，法治的价值就会受

到怀疑，法律职业的伦理和大众伦理之间就会出现尖锐的对立2。所以，对比讼

师和律师的伦理观念，对当今律师执业的合伦理性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都

是大有裨益的。

下面，笔者将从我国古代讼师切入，逐渐展开上述的讨论与比较。

一、古代讼师简介

首先，从词源来分析讼师的含义。想要了解“讼师”一词的来源，对“诉讼”

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司法、审判活动相关的有“诉”、“讼”

两词。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诉，告也。”，“讼，争也。”“诉”，是告

诉、告发、控告之意；“讼”，是争论、争辩、言之于公之意。“诉”与“讼”结

合起来，就是一方控告，一方辩护，在司法、审判机关主持下，互相争辩，解决

问题的是非曲直。我国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诉讼的专门称谓。所谓“狱，以罪

名相告”，“讼，以财货相告”。《吕氏春秋》也有“争罪为狱，争财曰讼”的记载。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刑事案件称为“狱”，办理刑事案件称“断狱”，《唐律》

中就有《断狱》篇；民事案件称为“讼”，办理民事案件称“听讼”。一般认为，

我国在法律上最早使用“诉讼”一词的是元代刑律《大元通制》，其中的第十三

1 王名海：《简论讼师——从李庄案入手》，法制与社会 2011 年 07 月（上），第 1 页。
2 见方流芳教授 2012 年法律职业伦理课程 PPT 第 6 讲：《法律职业的合法性与合法性基础》，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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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篇名为《诉讼》，但其内容规定的是控告犯罪的有关问题，与现代意义上的诉

讼不完全相同3。各类文献对于“讼”也有详细的单独的解释：根据《易•讼》释

文，“讼，争也，言之于公也。”又如《易序•卦传》云“饮食必有讼”，其“讼”

即争之意，也即在大庭广众之下讨个说法。此外，根据《周礼》的解释，“争罪

曰狱，争财曰讼”4，谓以罪与非罪相告者为狱，以财货相告者为讼，也即因为

财产归属引起的纠纷就是讼，这种解释，“讼”也就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诉讼5。

可以看出，各类古籍对“讼”的解释包含了“争辩”、“对犯罪的控告”、“讨说法”

和“争夺财产”等意。

那么，由上述解释可以推之，“讼师”即为以“争辩”、“对犯罪的控告”、“讨

说法”和“争夺财产”等为职业的专业人士6。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和总结，讼

师，是指受人聘请代写诉状，也就是在“法庭”外帮助刑、民案件的当事人进行

诉讼的人7。我国唐律规定8：“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

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可以看出，讼师代写诉状的现象在唐代已经普遍存

在。讼师唆使人兴起诉讼，笔利如刀9，因此又称“刀笔吏”，或根据其具体表现

称为“茶食人”、“讼师官鬼”、“饵笔之人”、“哗魁讼师”、“哗徒”等10。虽然几

乎在所有可见的官方史料中，有时勉强尊称为讼师，但人们却常常用教唆词讼、

颠倒是非、舞刀弄笔、架词越告、打点衙门、串通吏蟊、诱陷乡愚、欺压良善、

恐吓诈财等贬斥之词来描述和形容他们的行为。因此，讼师时常被讥为讼棍，即

专营诉讼的一种地痞流氓。也就是说，在官方那里，讼师被视为教唆人们进行毫

无必要的诉讼，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利用诉讼文书和花言巧语诱使人陷入诉讼，

与盘踞官府的胥吏和差役相互勾结，从善良的人那里骗取金钱等作恶多端的地痞

流氓11。由于官方对讼师持否定的态度，其存在的合法性就岌岌可危了，讼师们

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很快被扼杀12。但是，在非官方的文献中，讼师就有另一番形

象了。例如，衡阳赵秋帆在《刀笔菁华》序文中就说：“刀笔二字，非恶名也。

以直为直，大足以救人，以曲为直，始足以杀人。是在人心术耳。苟心术不正，

而济之以才，流为刀笔之吏，淆是非，混黑白，致法庭无真是非，而吏治遂不可

收拾。当逊清之季，工于刀笔者，在在有人。然其中不乏一二杰出之士，守正不

3 罗昶：《伦理司法：中国古代司法的观念与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26 页。
4 见《周礼•大司寇》。
5 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9 页。
6 必须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专业人士”与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人士”不同：按照Richard Wasserstrom在文

章《Lawyers as Professionals》中的定义，“专业人士”必须包含6个特点，见5 Hum. Rts. 1 1975-1976，LAWYERS

AS PROFESSIONALS: SOME MORAL ISSUES，第2页。
7 茅彭年：《中国律师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 页。
8 见《唐律疏议·斗讼》。
9 见《中国古代法律名词辞典》，第 321 页。
10 见《名公书判清明集》）。
11 党江舟：《中国讼师文化—古代律师现象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 页。
12 见脚注 5，第 60 页。



法律职业伦理结课论文 古代讼师与现代律师功过及伦理观念的比较研究

5

阿，洁身自好，以三寸毛锥子，鸣不平与人间，故未可一笔抹杀也。”13大致的

意思是讼师凭借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既可帮人获取公正，又可颠倒黑白于股掌之

间。而洁身自好，坚守正义的讼师也是有的，所以不能将全部讼师都加以否定。

从讼师的生存环境看，尽管地方官吏想方设法铲除讼师，但是，他们仍然以

各种身份及存在方式活跃在诉讼展开的每个环节14：在书铺，他们依靠代写书状

的合法身份，增减情节，牵连漫告，往往成为越法唆讼的代书15；在酒肆茶楼，

他们以茶食人的身份，包揽诉讼，类似于商业市场上的买卖牙人16；在歇家，他

们打点衙门，交通信息，作保耸告，诈讼肥己17；在衙门周围，还存在着“垄断”

讼事的“讼师官鬼”：“垄断小人，嚣讼成风。始则以钱借公吏，为把持公事之计，

及其所求不满，则又越经上司，为劫持立威之谋。何等讼师官鬼，乃敢如此”18、

“西安词讼所以多者，皆是把持人操执讼柄，使讼者欲去不得去，欲休不休。有

钱则玩之鼓掌之间，无钱则挥之门强之外。”19讼师能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

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时代产生了对讼辩智慧的需求而制度却又没

有给其合法的话语权利，这种被排斥在体制之外的异类就会以地下秘密方式而存

在。从邓析子到哗鬼讼徒、恶讼师等徒子徒孙们，屡禁不绝的根源不在于他们如

何阴险狡诈，而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产关系日益复杂给了他们越来越多发挥

才干的机会20。

那么，讼师的工作又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根据党江舟教授的研究，讼师的

行为和业务包括代写书状、咨询和谋划诉讼、贿役通吏、把持捏造、教习讼学、

调解和宣传、同代书交涉21。对于讼师进行这些业务的工作方法，据讼师秘本《刀

笔词锋》记载，有“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

生理”和“毋作非为”等内容22。由于我国古代的法律没有形成诉讼代理制度，

在文献记载中，少有讼师直接代理当事人去官府进行诉讼的事例。但是诉讼代理

作为讼师工作内容的一种特例，仍然存在于当时的社会。讼师往往以证人的身份

登上法庭，以达到帮助当事人的目的，即《唆讼赋》中所谓：“设使对理，则硬

帮见证而将无作有”。这种情形在《奇侠禅真逸史》中有详细的描写。该书第二

十五回“遭屈陷叔侄下狱，反图圈俊杰报仇”写到讼师管贤士教唆桑皮筋状告杜

应元、杜叔威设赌局讴银，管贤士先是“写成状子，笔削了出门人户的字眼”，

然后“扮作参将管家，投文队里，进去递了状词并帖子”。太守立案之后，桑皮

13 见脚注 11，第 7 页。
14 见脚注 5，第 63 页。
15 陈智超：《宋代的书铺与讼师》，收入《刘子键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东京同朋舍，1989 年版，
第 113-119 页。
16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十二《教唆与吏为市（蔡久轩）》。
17 见陈景良：《讼师、讼学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1 期，第 162 页。
18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十二《讼师官鬼（蔡久轩）》。
19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十二《专事把持欺公冒法（翁浩堂）》。
20 见脚注 5，第 60 页。
21 见脚注 11，第 91-140 页。
22 见脚注 11，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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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一面取银子与管贤士“烦兄衙门使费”，一面请教管贤士“对理之词，临期还

乞指点”。尽管管贤士颇自负地认为“对词亦是不难”，但经他调教的桑皮筋面对

审案人的质疑仍“青了脸，不能回答”，以“干证”名义到庭的管贤士见了，心

中想到“决辙了，连忙跪前几步”，替显然已手忙脚乱的桑皮筋回话。于是，在

该章的庭审中本是当事人的桑皮筋就再没言语，与审案人及被告杜应元、杜伏威

的对话辩论便全由名为“干证”实为“讼师”的管贤士进行，事实上管贤士充当

了讼诉代理人的角色。《奇侠禅真逸史》是本小说，是作家虚构的产物，但毕竟

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有现实生活的影子。作者之所以这样描写，想是现实中确有

其事23。

二、古代讼师的功过及伦理观念

（一）古代讼师对社会的正面效应

首先，从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来讲，官府判案常在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反

复权衡，力求达到一种利益均衡的态度，而讼师恰恰强调用情理法的渲染和张扬，

打破这种稳定，刻意追求一种奇正相生的制胜之术24。这种对传统法制文化和审

判惯例的突破为古代法制维护提供了一种创新性的思路和方法。梁启超先生就曾

经指出25：“盖初民社会之政治，除祭祀斗争以外，最要者便是讼狱，而古代所

有权制度为确立，婚姻从其习惯，故所谓民事诉讼者待甚稀，有讼皆刑事也。对

于破坏社会秩序者，用威力加以制裁，即法之所由起也。”所以，讼师以其特有

的思辨逻辑与方法参与到“狱讼”中，对古代法制的执行和运转是有一定的益处

的。

其次，讼师的存在有利于普通民众参与诉讼，以满足普通民众的正当诉求。

在古代，讼师代作讼词迎合了严格规定的状纸要求，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告状得以

受理并获胜26。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精神就是“尚中”，即追求

各种领域的中庸与和谐27。《论语》中有子就说：“礼之用，和为贵。”因此，孔

子在做司寇时追求“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28的目标。所以在这种文

化背景下，若无专业讼师，普通人要进行诉讼将很困难。如告状，须先写状词，

但要写成可被受理的状词并非容易，且当时读书识字的自是少数，何况写一份以

23 薛晓蔚，《《唆讼赋》—研究中国古代讼师难得的史料》，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年第 4 期(总第 44 期)，第 47 页。
24 见脚注 5，第 4 页。
25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 年版，第 46 页。
26 修云福：《论清朝讼师对司法秩序的维护功能》，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 年第 9 期(总第 21 期)，第 84 页。
27 付颖光，崔士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讼师现象及当代启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 5 月第 13 卷第 3 期，第 246-247 页。
28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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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讼”为追求目标的官员能认可的状词更非易事。即使案件受理，如何与衙门

打交道，对于那些“足未尝一履守令之庭，目未尝一识胥吏之面，口不能辨，手

不能书”29的田里农夫和市井百姓来说，无异于登天之难，讼师自然成为举足轻

重之人物。因此当时的实际状况是提出诉讼的人“必求讼师代书”，从地方到省

城求助于讼师而来者“塞户填门，殆无虚日”30。曾六如的笔记《小豆棚》卷八

记载了一个湖州的女讼师“疙瘩老娘”。她是个寡妇，也是个远近闻名的刀笔讼

师，文笔言辞十分犀利，许多经年不结的大案子，凭她一字数笔，就可以挽回。

湖州有一个富家的年轻儿媳，丈夫死了后想改嫁，而公公不允许，想强迫她守寡。

儿媳向疙瘩老娘求援。疙瘩老娘要求一个字一百两银子，总共向她要了一千六百

两银子，写了一张十六字的状子，状子上是这样的：“氏年十九，夫死无子，翁

壮而鳏，叔大未娶。”大致意思就是这个儿媳年纪才十九岁，丈夫死了，没有给

她留下儿子，公公正值壮年，小叔子长大了尚未娶亲，都是单身。在古代，影响

一个女子在家族中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所生养的儿子的多少，俗话说：“养

儿防老”--有儿子的话，即使是寡居，以后的生活和在家里的地位就都有了保障。

没有儿子的女子守寡，无论是从家庭因素还是经济条件等多方面来说，未来的生

活没有任何保障。同时，家里的两个至亲都是单身，按照当时法律，公公与儿媳

私通是死罪，而弟弟娶寡嫂也是死罪。更重要的是，古时的治政理念是以德治国，

一旦出现这种乱伦的案件，会对地方官的政绩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这张状子呈

上去，县官立即命令允许儿媳改嫁。可见，讼师对司法程序及断案关键的把握，

对为普通百姓争取利益来说至关重要31。

同时，讼师参与讼事限制了官吏的“超级自由裁量”，保证了个体对司法正

义的追求32。自古以来“五听”就被封为刑官断案的圭臬33，而“辞听”即根据

双方和有关证人的口供差异来判案，又居“五听之首”34。既然是言词证据的较

量，那么在听讼过程中就特别强调仲裁者要兼听则明，不能够仅凭“单辞”、“片

言”等一方口供来判案35。而古时官府常备有“师爷”一职，他们大多为落榜的

读书人，为官吏的决策出谋划策；若没有讼师的存在，则在诉讼中的比之普通百

姓有巨大知识优势的师爷就可让官府为所欲为，颠倒黑白。所以，对抗刑名师爷
36、限制官吏的“自由裁量”，也是讼师对古代社会做出的贡献。

此外，讼师在古代承担着一定公益诉讼的职能。在官府与民间利益失衡的情

29《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二) 》
30 吕利，《从讼师到律师——兼论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的确立》，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 年 8 月第 21
卷第 4 期，第 73 页。
31 见大连晚报数字平台：《女讼师“疙瘩老娘”》，搜索与 2013 年 2 月 17 日，
http://szb.dlxww.com/dlwb/html/2012-05/15/content_659722.htm?div=-1，转自刘典博客：
http://liudian2011.blog.sohu.com
32 见脚注 26，第 84 页。
33 见脚注 5，第 11 页。
34 见《周礼•秋官司寇》。
35 见康熙帝敕撰内府刊本《御制分类字锦》卷三十七《政教•议谳》。
36 见脚注 5，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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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有些讼师敢于为民请命，要求调整政策以减轻民众疾苦，从而成为地方衙

门改善吏治和民生的重要推动力。清初，江西通省士人前赴后继，纷纷秉承各级

衙门，要求全国均税匀摊，一场旷日持久的减免赋税之讼汇聚江西各州县衙门与

户部37。具体而言，讼师会挥笔书写呈灾救恤、水涝救济、恢复古渡等公益性的

申请书、告示等38。仍举一上文提到的“疙瘩老娘”的例子。有一次，江北地方

连年歉收，米贩纷纷到江南地方收购粮食。江南人怕米价高涨，禁止大米出境，

结果形成诉讼。米贩也去向疙瘩老娘帮助，疙瘩老娘索要三千两银子，写一张状

子呈上，第二天县衙门就下令不得阻止粮食出境。那张状子是骈文，里面有一联

说的是：“列国纷争，尚有移民移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虽然疙瘩老

娘要了银子，稍有违公益之名，但其对仗之工整，说理之透彻，实在是叫人拍案

叫绝39。当然，案件的结果会让人满意。

再次，讼师所做的讼师秘本为诉讼技巧的传承和法律的普及做出了贡献。一

方面，讼师在实践中积累的讼辩智慧与技巧，成为讼师们口耳相传的法宝，著之

于文字，便形成讼师秘本。例如《邓析子》和《公孙龙子》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讼

师秘本。这些秘本都讲究循名责实的逻辑思辨。而这种逻辑思辨的分析方法，在

后世讼师那里，就演变为照瓢画葫芦的“做案伎俩”40。讼师秘本制作的经验主

要来源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总结诉讼理论，使之成为歌诀式的告状秘诀和程式步

骤。二是提炼诉讼技巧并使之成为可操作性的规则。三是讼师秘本综合了包括法

学、心理学、生理学、逻辑学在内的各种实用知识，使之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技

术之学。讼师秘本对法学知识的消化、吸收和重新构造，使之摆脱了律文沉闷的

面孔而成为一些熟能生巧的辩术，如讼师秘本中的《法门定论》、《法门体要》41、

《兴讼入门要诀》42、《法家体要》、《法家管见》、《古忌箴规》43，不仅对法律文

本中的实体法内容有比较全面的归纳，而且对程序法方面的阐发和提炼特别值得

称道44。另一方面，在为民众普法的贡献上，虽然讼师秘本的板式质量粗劣，但

并不妨碍它在民间的广泛流传45。尤其在明清时期，作为封建国家法律主要载体

得的律例文本，已经非常庞杂，不要说一般民众不甚了解，就是封建官僚集团中

的士大夫也罕有精通者。其实，律例中的许多条款对于民间百姓并没有实质上的

意义，他们只关心与自己生活有关的那部分内容，而且急欲知道什么是罪与罚，

以及怎样才算有罪，怎样才能告倒对方？所以乡村社会流传“捉贼捉赃，捉奸捉

双”等俗语，正是讼师秘本将部分法律知识在民间社会口语化的传播形式，借此

与老百姓日常相关的那部分法律知识（如奸情、贼盗等类）在基层社会逐渐根深

37 见脚注 5，第 83-84 页。
38 见脚注 11，第 71 页。
39 见脚注 31。
40 见脚注 5，第 67 页。
41 见[明] 《鼎锓法丛胜览》）卷首，金陵世德堂原版梓，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
42 见[明] 《霹雳手笔》，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
43 见[明] 乐天子辑：《折狱奇编》卷一，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44 见脚注 5，第 115 页。
45 见脚注 5，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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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固起来46。

最后，讼师对我国古代社会民主制度的推动以及法制意识的启蒙起到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学者马作武就指出47，“肯定讼师存在的价值，还有一个至关重要

的理由，即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蔑视个人价值、扼杀个体权利为精神准则的，这正

是专制政治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而讼师的存在，恰恰在唤醒个性和权利意识方

面具有潜在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在古代难于产生效果，但对一个个人权利

意识几为空白的国度来说，弥足珍视。对讼师历史偏见的形成，骨子里的根源在

于对个人权利的否定甚至仇视。所以，肯定古代讼师的生存价值，不仅有助于我

们加深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认识，也对挽回当今个人权利意识式微之势不无意义。

如果一个国家，制定了一种制度，让老百姓或其代表有机会抨击时弊，那么，即

便这些抨击多数是毫无根据或离题万里，仍不足以否定这种制度的社会价值。同

样，即便讼师的多数是奸恶之徒，仍不足以否定讼师整体。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它代表着一股企图对抗专制政治束缚的力量，代表着一种非国家本位的倾向，代

表着对司法公正的朦胧追求。衡量一种现象有无价值，考察现象本身的内容固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考察它代表的是什么一种倾向和趋势。”学者王名海肯定了

这个观点48，“讼师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代表着一股企图对抗专制政治束

缚的力量，代表着一种非国家本位的倾向，代表着对司法公正的朦胧追求。讼师

的存在顺应社会民众在维护权益的需要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古代封

建民主的发展。”

（二）古代讼师对社会的负面效应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代对于诉讼和纠纷，大都秉持着否定的态度49。

因此讼师的存在对于当时的统治秩序来说是一种破坏。史家在叙述历代讼争变故

时，便直接诠释为“凶，讼也”50，甚至认为争讼是对原有秩序的一种破坏，是

衰世薄俗的具体体现，“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

而有争田之讼。”51其实世界各国的早期血缘聚居社会，讼事都是不被人们认同

和看好的，因为有了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团体内部的协商得到解决，如乌干达殖

民地的布尼奥罗人认为任何诉讼都是“不友好的”52。就是在崇尚法治的古罗马，

对好讼的人仍然要绳之以法53。

其次，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讼师的行为是与传统文化相悖的。

46 见脚注 5，第 139 页。
47 马作武：《为讼师辩护——兼与梁治平先生商榷》，学人札记，第 333 页。
48 见脚注 1，第 1 页。
49 见脚注 5，第 10-11 页。
50 见《史记•五帝本纪》。
51 见《汉书》卷五十七上《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52 [美]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4 页。
53 见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第四卷第十六编《对健讼者的罚则》，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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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常常从家族的和睦团结出发54，尚气好斗以至涉讼也常常被认为是

“刀斧手”。有的名门望族在家训中归纳了所谓的“败家十穷”，其中“第六穷”

便是“好打官司逞英雄”55。我国传统文化还强调“无讼、息讼”观念，从《易

经》中就可一看究竟。其《讼卦》中的六爻有五爻涉及诉讼的处理方式，比如“六

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即安分守己，与人无争，亦获“终

吉”56。

最后，便是讼师的“恶行为”给整个社会及其风气带来的负面影响。费孝通

先生曾在 《乡土中国》一书中写到：“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

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作刀笔吏的在这种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57具

体来说，讼师令人厌恶的行为主要有58：第一，教唆兴讼，形成健讼之风。即在

一般民众不愿诉讼的情况下，有的讼师会拨弄是非，捏造事实，无中生有，不顾

当事人的切实利益，教唆使其诉讼，以从中牟利。如有判词写到，“大凡市井小

民、乡村百姓 ，本无好讼之心 ，皆是奸猾之徒教唆所至，幸而胜，则利归己，

不幸而负，则害归他人。故兴讼者胜亦负，负亦负；故教唆者胜故胜，负亦胜。”
59而不断的教唆兴讼则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健讼之风（健讼是指民风险健刁滑，纠

缠讼事而叠告不休60）。因为健讼会带来劳民伤财的恶果，我国古代视健讼为恶

习，是基于它可能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带来诸多不良后果来考虑的，因而对它消

极的价值判断几乎深入人心61。第二，贪利索财，“两头吃”。 这一点是多数人

对讼师众多恶行中最为痛恨的地方。一般来说，人都很难经得住财利的诱惑。讼

师由于其从业性质的影响，对钱财的看重几乎走向了极端，常常显出“要钱不要

命”的丑态。除了在主动接受案源的情形下，信口索要高价。还常常为了谋取讼

费，无中生有，播弄乡愚、恐吓诈财；或夸大案情，虚构、增建罪情，讹诈骗取

事主钱财。有时甚至为贪一时润笔之资，竟能违背良心，助恶欺善，作出有损阴

德之事62。在党江舟教授研究的众多明清案例中，有相当一部分告辞和诉词都是

同一个讼师所谋写，即所谓“吃了原告吃被告”，反映除了讼师不问是非，但吮

金钱的贪婪63。第三，颠倒是非、混淆曲直。清俞蛟说64：“讼师、讼棍之‘立意

措词，能颠倒是非。混淆曲直’，‘奸回巧诈，逞其伎俩，以挠国家之法，使是非、

曲直无从辩。’”

54 见脚注 5，第 27 页。
55 [清]彭定求：《治家格言》，转引自徐梓编：《家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5 页。
56 张晋藩：《中国司法制度史》，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 页。
57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1985 年版，第 54 页。
58 叶雯：《明清讼师谈论》，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 4 月，第 35-36 页。
59 见《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 1987 年版，见胡石壁的判词，第 476 页。
60 见脚注 5，第 24 页。
61 见脚注 5，第 27-28 页。
62 见脚注 58，第 35-36 页。
63 见脚注 11，第 72 页。
64 俞蛟：《梦厂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6-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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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讼师的伦理观念

从以上对讼师功过的讨论来看，讼师群体本就是一个不合法的存在，因此在

非法的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其最重视的就是“获胜”。因此，不论使用什么样的

方法和手段，“获胜”在讼师的伦理观念中压倒了其他的一切。即“凡豪杰之士，

岂能万无一失，告则必胜哉。但需审己有理，则力举而行之，彼若输服，准其处

和；审己无理之事，则密下而息之；彼若倔强，方行斗敌。如此则盛名可保，而

出人头地矣！”65在聚族而居的乡村社会，家与家之间，族与族之间，利益虽小

而有关脸面的些微小事，常常成为逞气斗讼的导火索，“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成

为斗讼者掷地有声的口头禅。确实，在封闭的乡村社会，脸面也是每个人的无形

资产，丢了面子也意味着在稳定的生活圈子中丧失了舆论的积极评价，给以后的

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和诸多不便，所以，为了面子不得不倾家荡产讨个说法66。那

么，为了给乡人“找脸面”，也为了自身切实的利益，讼师就会以“获胜”的伦

理为指导，穷尽教唆兴讼、“吃两头”、颠倒黑白、贿赂官员等方式达到自己赢得

案件胜利的目的。

此外，在讼师的伦理观念中，存在一些对于传统道德的坚守和“个人英雄主

义”般的自我认同。在《清稗类钞•狱讼类》中有对讼师职业道德的描述。在封

建专制时代67，从事讼师行业的人十有八九都失败了。光绪时某县城有一讼师名

宿守仁，善于刀笔之讼，一辈子没有跌倒过，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助讼的过程中

能做到不欺天、不亏理、不逆人情。他说：“刀笔可为，但须有三不管耳。一、

无理不管；二、命案不管；三、积年健讼者，为讼油子，讼油子不管。”不知道

讼师宿守仁是否真的如他自己所说做到了“不欺天、不亏理、不逆人情”与“三

不管”，但可以看出，在他自我表彰式的总结中至少可以代表他对自己言辞所述

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的内容，恰恰是古代的一些传统道德观念。美国学者麦柯丽

在对讼师的研究中68，亦称讼师具有一种“英雄形象和男子汉气概”。在影视作

品《审死官》中，也有相关的表现。周星驰饰演的宋士杰是个有名的讼师，因受

贿替有钱人脱罪而遭天谴，致使十几个儿子相继早夭。在影片中，宋和其妻是一

对性格相反却十分恩爱的夫妻。宋士杰因不愿再多造恶业决定封笔。一次宋妻为

一名落难孕妇击鼓伸冤，却遭知县欺侮。宋世杰一怒之下决定重入衙门，下批知

县，上驳巡按大人，辩得众官哑口无言，正义终得伸张69。虽然是影视作品，但

是其中对讼师既为了钱财获取胜利又期望自己充当正义伸张者的矛盾的伦理观

65 见[明]竹林浪叟：《新鍥萧曹遗笔》卷一，万历二十三年序刊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第 416 页。
66 见脚注 5，第 27 页。
67 见脚注 11，第 237 页。
68 [美]麦柯丽：《挑战权威——清代法上的寡妇和讼师》高道蕴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54-573
页。
69 翁凌峰，《电影《审死官》中的刑事诉讼问题趣谈》，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 年 3 月第 18 卷第 1
期，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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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表现的淋漓尽致。这种矛盾中的“伸张正义”的反叛精神又导致了讼师群体在

客观上充当了对儒家“无讼”精神提出挑战的挑战者身份。

可以这样说，由于本身身份的不合法性，给了讼师在进行诉讼的过程中为了

“获胜”而不择手段的理由和借口；同时，作为封建社会成员的一份子，讼师又

期望自己的职业会变的符合传统道德观念，也期望自己成为某些案件中起关键作

用的社会的英雄。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伦理观念对讼师来讲是矛盾的，但是也给

了他们同时做“好事”和“坏事”的充足的思想上的基础与依据。

三、现代律师简介

广义上来说，律师是指受当事人委托或法院指定，依法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

出庭辩护，以及处理有关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而现代律师一般而言是指学习法

律、通过特定考试、加入地方公会，被允许接受他人委托的职业群体。律师作为

复数的概念，意味着律师职业和行为，以及由从事律师职业的所有职业人员构成

的职业群体。在实行法律职业一元化的国家，律师也可以作为所有法律职业的统

称。从词源上看，律师原词指汉传佛教精通律藏的法师，受民初翻译家林纾等人

借词翻译影响，遂取代讼师一词，逐渐被学界和社会所接受70。

在工作范围上，由于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经常与

法律有关，因此律师此一行业已渐渐不再限于进出法院，有许多律师们从事相当

具有商业性质的活动，但基本上仍与法律相关，例如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

的维护、一般的不良债权处理等等，也有一些律师积极热心于公益，为许多政策

研究、立法游说乃至社会运动提供相当多的实质帮助71。

从律师出现的文化和传统上看，律师理应建基于当地对法律、公义的尊重。

但由于律师在不同国家的执业方式与政治地位的迥异，影响了不同的地域有着不

同的律师文化。在律师参与政治程度较高的地区（例如香港），律师被认为是体

面而有影响力的职业，他们会关心及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上及讨论，作出正面的

影响。但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律师素质参差不齐，出现了许多背离律师文化传统

的现象，集中在律师的见利忘义，没有原则以及高收费上。此外，在司法体制尚

不完善，律师职业起步较晚的地区，人们往往只关注律师的收入与付出是否合理，

而并不关心律师本身参与社会政策制定上的作用72。

70 搜索于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8B%E5%B8%88，2013 年 2 月 20 日。
71 Jon T. Johnse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egal Counseling in Norway," in Lawyers in Society: The Civil Law
World, vol. 2, eds. Richard L. Abel and Philip S.C. Lewis, 54-123 (1988).
72 Kahei, Rokumoto. "The Present State of Japanese Practicing Attorneys: On the Way to Full
Professionalization?" in Lawyers in Society: The Civil Law World, vol. 2, eds. Richard L. Abel and Philip S.C.
Lewis, 160-199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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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律师职业的特征律师职业的基本特征有73:（1）具备必

须的法律专业知识；（2）以提供法律服务为职能；（3）受国家保护和管理，律

师是经过国家考试并取得职业执业资格的人，律师并受国家保护和管理；（4）

律师执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忠实于当事人的委托，以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为基本目标。

四、现代律师的功过及伦理观念

（一）现代律师对社会的正面效应

在律师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上，一方面，律师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制

度的一环出现，对于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传播法制观念以及让整个司法制度运

转起来起着重要的作用。律师产生于欧洲，约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出现了律师这

一行当，至公元 3 世纪，律师已是地中海地区最有声望的职业。律师要经过学习

才能取得资格，要加入特定的团体才能开业。13 世纪以后，英国通过立法及法

官的指令规范了律师的资格、职责及纪律，又通过四大律师学院的教育，陶冶情

操。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不仅在具体案件中帮助当事人寻求合适的令状形式

以维护合法权益，而且还作为一种抗衡机制，参与诉讼活动，在社会上筑起一道

缓解矛盾、追求公正的防线74。司法制度作为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一种机制，也

作为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后一个机制，其本身必须是相对公正的。如果没有律

师的参与，让抗辩双方的力量平衡，则会让诉讼陷入法庭完全主宰的境地；当一

个纠纷陷入只有一方完全主宰的情况下，纠纷就不可能被公正的解决，那么追求

公平与正义就变成空中楼阁了。

另一方面，律师是需要被付费的一种职业，这就客观上让穷人接触律师，使

律师为之服务的可能变低。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诉讼就完全沦为有钱人的游

戏，而不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工具了。所以，从世界各国来看，律师作为维护权益，

实现正义的形象，社会期待律师更多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律师也正把这个期望

逐渐变成现实。据统计，美国有 100 万律师，而其中有 20%的律师在从事社会

公益事业。在我国，目前还存在大量弱势群体需要帮助，有大量“请不起律师，

打不起官司”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国家不能完全满足这样的要求时，律师应当责

无旁贷地承担起这种社会责任。特别是当前中国律师职业道德出现下滑和公众形

象令人堪忧的状况下，律师更应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公益诉讼和法律

援助。这不仅利于行业的发展，而且对于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律师行业

的社会形象也至关重要。此外，在参与公益事业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充分利用报

73 参见 Walter O. Reyrauch, The Personality of Lawyers 27 (1964).
74 见脚注 30，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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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杂志、网络、影视等多种媒体，加大律师行业宣传力度，扩大律师的社会影

响力，让律师为整个社会的司法公正服务75。

（二）现代律师对社会的负面效应

第一，律师群体过度的“商业化”，让其与自身标榜的“公平正义斗士”的

角色定位渐行渐远，进而让普通民众对其产生不信任。在近年的美国,正如人们

惊呼“法治的危机”一样，也有很多学者悲叹“法律职业的危机”76。他们认为,

美国法律界正在面临失去其传统的职业灵魂和精神，鼓励社会公德的法律奉献和

奖励技术竞争基础上的公正审判的价值体系已经或者开始崩溃77。对于这场危机

的罪魁祸首，人们一般都将之归咎于“法律商业主义”(legal commercialism)。而

1994 年《迷失的律师》( The Lost Lawyer) 的出版，将备受美国社会关注的法律

职业( 伦理) 危机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在这本书里，克罗曼所谈论的核心是，

由于法律服务的商业化、法院工作的官僚化以及法学教育的科学化，以为公众利

益献身为宗旨的律师政治家理想正走向堕落与迷失78。这种迷失的后果是严重

的：当一个职业群体的实际作为与其标榜的目标背道而驰时，其存在的合伦理性

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个职业存在的基础就会不断被质疑，最后慢慢动摇。

第二，律师在某些个案中的表现会降低公众对律师职业乃至整个司法系统的

评价。首先，法律规范本身就是各种价值冲突和道德斗争的主战场。虽然，立法

成果往往就是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妥协的结果，然而，立法主体的多元化，

很容易导致价值冲突通过不同法规范之间的矛盾性规定显现出来。那么，利益受

损的群体就很容易会把账记在他们直接面对的运用法律的律师头上。其次，在对

抗式的程序中，往往只有一个赢家。或者说，在逻辑上，只有一方的价值观会受

到支持，而另外一方的价值观会受到贬抑或忽视。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使得一

方当事人刻意欺骗法院，或者歪曲事实，从而最终不利于澄清真相，另一方面，

这种程序设计表面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实质上，它忽视了人们在财富

和智力上的差异、提供信息能力方面的区别——也就是“法律和生活一样，富人

总是走在前头”——明明有理的穷人往往会因为无法聘请到律师或者优秀的律

师，或者因为聘请到的律师的“不热心”(逐利心理会使律师热衷于为富人和大

公司代理)，而在这种程序中败下阵来79；再次，律师和当事人在个案中都很容易

陷入“对价性”的思维。当事人通过掏腰包来获取律师的法律服务，获取法院的

判决，那么，将合法的辩护和裁判活动的成果据为己有就是理所应当的。因此，

75 魏杰：《中国律师职业形象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 3 月，第 26 页。
76 李学尧，余军：《法律职业的危机与出路———评 Rhode 的《为了正义:重整法律职业》》，法制与社会发
展(双月刊)，2004 年第 5 期(总第 59 期)，第 152 页。
77 参见 Peter G. Glenn. (1996). Introduction: Conversation About the Stat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Dickinson Law
Review, 477.
78 李学尧：《非道德性: 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中国法学，2010 年第 1 期，第 26-27 页。
79 见脚注 76，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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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法律服务很容易成为营造和维护社会不平等的帮凶——进而使得人们把

那些“为富不仁”、“社会不公”的帐都算在了“总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不公正现象”

的法律职业身上80。

第三，律师行业的“专业化”不仅效果欠佳，而且让公众厌恶。律师的“专

业化”包括了应用术语的专业化，专业知识的理论化以及专业化程度很深的行业

“自我规制”。随之而来的便是律师的语言与公众无法交流，律师的理论公众无

法理解，律师行业的规制规范往往是由、并是为律师制定的81。可以想像，公众

在面对一个能够决定社会公平正义的职业时，这个职业用各种“专业化”的武器

将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这就会与大众道德和伦理原则形成非常大的冲突。而这

种冲突恰恰会成为公众厌恶法律职业，讽刺法律职业，甚至对法律职业进行政治

迫害的一个理由和诱因82。

第四，对于律师在日常工作中作出的对社会具有负面影响的具体行为，学者

们做出了总结和归纳83：（1）贿赂司法人员，或者介绍当事人贿赂司法人员。严

重者构成了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2）以陪吃、陪玩、陪游等 N 陪手段拉拢司

法人员，来办“关系案”或拓展案源；（3）支付介绍费、活动费等回扣给中介人

以寻求案源；（4）接收案件时大包大揽，作虚假承诺，吹嘘或暗示自己与司法人

员有某种特殊关系；（5）贬损同行，诋毁、损害其他律师的威信及声誉，抬高自

己；（6）缺乏诚信及敬业精神，收钱不办事，或不尽心尽责办事；（7）悠意降低

收费标准，搞不正当竞争；（8）私自收案、私自收费；（9）假借司法人员名义或

以联络、酬谢司法人员为由，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谋取其他利益；(10）做不适

当的或虚假的个人宣传。

（三）现代律师的伦理观念

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种责任伦理，它是指从事法律活动中必须遵循的伦理

规范和伦理原则，其与大众所崇尚伦理是有区别的。法律人的某些合乎其职业伦

理的行为不能为大众所理解，甚至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84，比如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国律师为刑事案件嫌疑人出庭辩护都会被公众认为是不道德的。因此，现

代律师有一套自己的伦理观念。

根据司法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和该制度的设计，律师的伦理观念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85：

第一，对于公正的追求。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司法制度在没有律

80 见脚注 78，第 28-29 页。
81 见脚注 76，第 154 页。
82 李学尧:：《法律职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0-122 页。
83 朱云飞：《标本兼治，提升律师职业道德水准》，中国律师论坛百篇优秀论文集，第 81 页。
84 王华：《关于中国环境下的律师职业道德之异化的思考》，法制与社，2010 年 3 月（下），第 213 页。
85 见脚注 84，第 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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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转。事实上，纵观世界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

建社会，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律师是不存在的，并且处理案件的速度比之今

日还快上不少，那么，律师存在的合理性又在哪呢？因为司法追求的最终目的不

是速度，而是公正，所以，当律师的存在降低了纠纷处理速度的情况下，竭尽律

师群体所能为司法公正努力，变成了律师首要而且必要的伦理追求。具体说来就

是作为一种自由职业，在抗辩制的制度下与法官和检察官抗衡，并形成对二者的

牵制86。律师职业的特殊性在于接受委托，通过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或者为社

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方式实现公正。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是典型的契约关系，与当

事人和社会是一种服务关系，因此，律师必须保持诚信、竭力为当事人提供服务，

坚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例如在接受了委托后，律师即使明知委托人罪恶重

大，但也要尽力为之辩护，律师不得就自己所了解的被告人的罪行向法庭提供等
87。

第二，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方面，主要包含这样两个伦理要求：一方面，

是“非道德性”的要求，即律师工作的职业伦理逐渐脱离大众道德评价和个体道

德体验的轨道，变得与大众道德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与大众道德评价与个

体道德体验毫无关联的执业行为规范。落实到法律人的职业实践中，即在具体的

伦理行为规范中，要求法官只需对法律条文负责、律师只需对委托人忠诚，而对

待正义以及公众利益方面，不需要承担任何道德义务（这只是学术概念性的说法，

还是要承担一定的道德义务的。这一点在之后会予以说明）；通过遵从职业伦理

的具体规定，律师对于委托人通过法律手段实现道德上邪恶目的的做法漠然置

之，无须对此承担任何道德上的责任88。这个要求的根源在于期待律师可以全身

心的为与国家和政权相较比较弱势的嫌疑人代理和工作。但是，这个伦理观念已

经受到了公众的质疑，纯粹的遵守这个观念会让律师为自己疯狂的逐利行为找到

借口。所以，律师也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即还是要承担一定的公众道德义

务和责任。另一方面，律师应主动避免陷入“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指错综

交织的利益关系使律师陷入身份混乱，不明白自己应当代表谁，无法把握自己的

立场，难以保持代表当事人的能力。利益冲突关涉律师的“代表资格”：律师“代

表”与“被代表”的利益不一致，律师的“代表力”大打折扣。一仆二主，二主

对立，仆人难以效忠；一仆数主，顾此失彼，仆人难以成全。在不可妥协的利益

冲突中，律师将在同一诉讼代表原告和被告；律师代表被告，却注定会与原告分

享胜诉利益。此类冲突，若发生在委托关系成立之前，律师必须拒绝委托；若发

生在委托关系成立之后，律师必须停止委托关系89。

第三，法律职业所追求的公正，是通过法律职业者严格遵循和实施法律的专

86 李卫东：《从“刀笔吏”到“在野法曹”:知识转型与近代律师的角色认知》，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 10 月第 28 卷第 5 期，第 70 页。
87 见脚注 84，第 213 页。
88 见脚注 78，第 31 页。
89 见方流芳教授 2012 年法律职业伦理课程 PPT 第 10 讲：《律师利益冲突》，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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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实现的。即使律师竭力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活动，也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90。

即“尽管律师的服务是出售给客户的，但他们个人的政治信念却不是。客户可购

买的忠诚是有限的，因为律师职业人格的一部分必须另外贡献给公益。”91因此，

律师事务所普遍必须承受的义务一方面要求律师不能以作伪证等违法犯罪行为

进行辩护，另一方面要对没钱请律师的嫌疑人予以帮助，即参与到法律援助中去。

第四，律师的伦理观念时常与大众伦理观念冲突并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必须

对此予以重视。如果律师侵犯了公共道德，却高度符合职业道德，一旦这类事件

为公众所关注，不仅会导致行为者身败名裂，最终也必然会殃及职业本身。所以，

所谓职业道德可以无视公众的意识，得取决于公众对法律职业特权的容忍程度。

显然，经常性给公众制造伦理难题和道德的失望感，肯定会触及公众这种容忍度

的底线。所以，在律师的伦理中必须植入这样一个观念，即“法律职业伦理的产

生初衷是为了避免职业行为与大众道德冲突，或者面对大众道德相互冲突时一种

行为指引规范，而不是纯粹用来追求职业利益的。”92具体说来，律师伦理观念

与大众伦理观念的冲突有93：（1）律师“商业性逐利”观念与社会期待的冲突；

（2）当事人（尤指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同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3）程序正义

与实质正义的冲突，即律师符合或者利用程序正义使实质正义受到威胁时，司法

处理结果与公众期望的冲突。面对这些伦理上的冲突，公众自然希望律师们“自

降身份”，“自我反省”，更好的做到追求司法正义的目标。但是，法学界大多数

学者却不这么认为，例如段中卫、王琳就指出94：“由于二者之间经常存在着冲

突，关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很难做到兼顾。基于职业的

特殊要求，我们律师能做到就是要在不断的追求程序正义的过程当中去跟检察官

对抗，竭力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即使是被很多人认为是阻挠实质正义的实现。”

无疑，在律师与公众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五、讼师与律师的比较

（一）讼师与律师功过的比较

从对社会的正面效应的角度来看，二者有以下四点相同之处：

第一，让社会的法制运转起来。所谓“让法律有了生命”，不论是古代的讼

师，还是现代的律师，没有他们在官府或法庭上活跃的表现，法律就不能被很好

的运用起来。

90 见脚注 84，第 213 页。
91 参见 R. W. Gordon (1998). “The Independence of Lawyers”.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68.
92 见脚注 78，第 37 页。
93 段中卫，王琳：《论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问题》，社会科学论坛文，2009 年 1 月（下），第 77 页。
94 见脚注 93，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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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让普通民众参与到诉讼中去。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上

的各种规则，尤其是法律，就变得卷帙浩繁，对于没有受到专业训练的普通民众

来说，很难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讼师和律师在不同的时代各

自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为民众“依法维权”提供了可能。在这一点上，讼

师和律师在公益诉讼的参与过程中，更是为大量弱势群体运用法律这种社会规则

维护自己的权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想象的是，若果缺少了讼师和律师参与

的公益诉讼，又会有多少社会底层的百姓丧失了他们本就不多的权利与财富。

第三，对诉讼裁判者权力的限制。讼师和律师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书面或口

头对法律进行解释和适用。如果讼师和律师不存在，那么裁判者便可永远根据自

己对法律的解释来断案，这样，案件处理的随意性便非常之大了，想保持公正也

变得不可能。因此，讼师和律师对保持司法公正以及对裁判者权力的限制起到了

非常大的作用。

第四，普及了各自时代的法律，启蒙或加深了各自时代公众的法律意识。讼

师和律师通过自己日常诉讼的全部工作和对诉讼的总结和反思所形成的文献为

各自时代公众普及了法律，并且让公众认识到法律的作用与价值，潜移默化的使

人们产生并深化自身的法律意识。

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

第一，由于律师的身份在社会中是合法的，其相对于非法的讼师，其在以上

四点中都能相对不被束缚的更进一步施行并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二，讼师的“情理法的渲染和张扬”的诉讼方式对当时的诉讼来说是一次

巨大的革新，而律师的诉讼方式却是法治社会的本来要求。

第三，讼师的著作—讼师秘本是古代传播法律知识的最重要的资料，而现代

社会法律知识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有很多，律师的一些写作大多仅是为自己职业服

务，传播法律知识仅是其次要的功能。

从对社会负面效应的角度看，二者有以下两点相同之处：

第一，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论是讼师还是律师，

当他们完全是为了金钱而使尽浑身解数时，就会出现贿赂、腐败、“两头吃”等

行为，这种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不正之风，破坏了社会原有的道德和法律秩序。

第二，讼师和律师在大多数情况下为当事人工作是收取高额费用的，这从客

观上就阻碍了穷人群体参与到诉讼中、用法律维护他们的权利。这种工作方式亦

使社会对讼师、律师群体以及其代表的法律工作产生敌对、丧失信心。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讼师在当时的社会不被官方所认可和承认，他们所做

的工作是与当时社会“无讼”的文化相悖的，因此，讼师的存在是对当时法律制

度和文化的破坏；而律师是与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追求相契合的，律师的

工作也就顺应了现代的法律文化。在这一点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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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讼师与律师职业伦理观念的比较

首先，讼师的职业伦理是自发的，而律师的职业伦理是否自发有待研究。由

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讼师是以帮人打官司获利的一些分散的个体，不被官方承认，

也就没有官方对其职业的制度化要求、培训、约束，其职业道德一定是自发产生

的95。而律师是被官方所认可的群体，有明文的职业要求，故律师的伦理观念与

其明文的职业要求哪个先产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讼师的伦理观念散见于各类文献中，必须通过检索和抽象才能有所了

解，而律师的职业伦理大都有成体系的规定，并经过大量学术讨论和实践检验。

例如律师的伦理体系会细化出“非道德性”、“非利益冲突等原则”。各个国家也

会有成文的完整的律师职业规范96。

再次，在道德伦理的追求上，讼师和律师存在异同。相同点是二者都以“获

胜”为自己进行诉讼的价值和实践目标；不同点则是讼师在追求“获胜”的同时

还追求一种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个人英雄主义”，即讼师希望自己在完成职业使

命的同时又能够成为心中传统道德观念的守护者；而律师追求“获胜”，是整个

司法制度对其的伦理要求，因为全力追求胜诉从客观上保证了司法公正。并且通

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知道，公正也是律师伦理观念中应该首要坚持的东西，而这些

与传统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最后，二者的职业伦理都会遇到与大众伦理相悖的情况。讼师的存在本身就

是对古代“无讼”与“和谐”文化传统的挑战，当然不能也不可能得到大众对其

的支持和理解；而律师则因为其在发展过程中的过度“商业化”以及前文所述的

各类“专业化”行为与大众伦理产生了矛盾。而二者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一方

面是大众对于他们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需要；另一方面，讼师、律师的伦理对大众

伦理的挑战还没有强烈到大众对他们无法忍耐的程度。这也产生了一个思考：讼

师和律师在遵循自身职业伦理的同时，不能对大众伦理置之不理，因为只有不挑

战和突破大众伦理的底线，讼师和律师的职业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95 见脚注 30，第 73 页。
96 任滢：《论英美律师执业特权—兼论我国律师执业秘密规则》，中国政法大学 2005 年 4 月硕士学位论文，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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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讼师和律师对各自时代功过和伦理观念的阐述和比较，笔者发现虽然这

两个群体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是在对社会的贡献、消极的影响以及伦理

观念上还是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不可否认的的是，二者在各自的时代都为法制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必须看到，他们在为自己的职业和执业行为的存在寻找合

伦理的正当性基础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在比较研究时需要对古代讼师给

予尊敬与客观评价，也期望以此来对当代律师自身以及其伦理观念的发展起到一

些借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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