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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代讼师作为诉讼活动的参与者、帮助者，其行为和现代律师的行为有很大
的相似性。然而，讼师又有许多独有的特点使得其很难被认为是“古代的律师”。
比如，讼师在古代小农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其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帝国长
期打压？讼师作为长期徘徊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其存在的原因和价值是什
么？中国古代讼师为什么没能演发成现代律师？本文试图从这些问题出发，探究
古代讼师行为的善与恶，以及其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的启发。具体而言，本文第
一部分首先从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古代帝国打压讼师活动的原因，其
次，介绍了官方眼中的讼师所具有的恶劣品质。然而，讼师并没有因为官方的打
压而消亡，所以本文第二部分则着重介绍了讼师生存的状况并且分析了其在重压
下得以存在的原因。最后一部分，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讼
师之所以没有演进为现代律师制度的原因。

一、帝国打压与讼师之恶

（一）帝国打压“教唆词讼”的原因

帝国对讼师活动的打压可谓贯通于整个中国漫长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诸
子百家便教导百姓安分息诉。无论是以“仁者爱人”，“克己复礼”1为核心的儒
家思想，还是竭力避免出现“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2的
墨家思想。其都希望百姓安分守己。道家更是卓然世人，力求以“天道”保持自
然，与世无争、避免诉讼才是顺应天道。因为由天道来“法自然”，所以，法律
也显得多余，正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3没有纷争、没有诉讼、甚至没有
法律的社会是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随着秦朝灭亡，汉朝兴起。重法而强大的秦朝在短暂十四年统治后即走向覆
灭，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日后的统治者倍加反思对社会的治理之术。汉代的统治者
在糅合了孔、孟、荀之学说，提出“天人合一、礼法并行”。其对于诉讼的态度
是：“天道本和谐，因此人道亦平和。倘有人涉身于冲突，那必是偏离了人道，
偏离了人道之所本的天道。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就是要通过教化，通过
劝说，也通过儆戒，使他们反人道之正，以便维持好整个社会的和谐。”4在这种
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统治者希望农民固守在土地上专心于经济生产，将争端付
诸于诉讼耗时费力，不仅会引起社会纠纷的凸显化更有害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
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是通过教化加上严刑峻罚的镇压，以图接近或达到“无讼”之
境界，而讼师助人诉讼、教人诉讼技巧，不仅对小农经济毫无裨益，而且其生存
所依赖的“案源”必然导致“兴讼”的效果，是与“无讼”背道而驰。正因此，
被尊为中国讼师的开山鼻祖邓析，虽以能言善辩闻名于世，并以此为职业收取自
己应得的报酬，但其结局却是悲惨的，不但引来杀身之祸，而且还备受后人非议，

1 《论语·颜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 年版，第 82 页。
2 《墨子·兼爱（下）》，广州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1 页。
3 《老子·第五十七章》，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4 页。
4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14 页到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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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言善辩被诬为“巧辩而乱法”。5从第一个讼师的结局到后来讼师普遍遭禁并
被蔑称为“讼棍”，甚至被归入“流氓”之列，历代统治者所推行的“息讼、无
讼”之观念是打压讼师行为的深层次原因。

除了思想层面的原因，就制度层面而言，古代司法、诉讼制度中也很难找到
讼师存在的空间。中国古代地方官员首要职责是行政，但他们同时也是司法方面
的首要负责人。因此，每一名州县官都应该通晓法律。但由于官员选拔机制中已
经取消了对法律内容的考查，6使得州县官在履任之初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在
缺乏法律知识和技巧的状态下处理大量繁杂的案件的。而讼师大多习熟法律、惯
于诉讼，如果没有幕僚、师爷的帮助，地方官员很难在专业知识层面与讼师对抗。
所以大多数地方官员没有升堂听诉的勇气。7此外，在传统中国治水文化所形成
的信奉权威意识中，基层矛盾的解决大多数依赖于权威的个人威信。在官方眼中
“如果允许两造聘请的讼师参与法庭诉讼，唇枪舌战，那么，官僚的权威如何维
持？”8另外，地方官为了个人政绩，不希望被大量词讼案件所牵累。如果地方
诉讼过多，不仅容易给上级造成民风刁蛮的印象，而且可能造成“缠诉”、“上控”、
“京控”，一旦上级官员“更改原判”，基层官员的仕途将大大受影响。9正因为
上述原因，古代的基层官员大都奉行“不滥准”的原则，也就意味着民事告状中
即便是提交了诉状，也有相当一部分被拒绝受理，而讼师便在这时起到了“兴诉”
的作用。他们在诉状中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这样的作为虽然能够满足当事人打
官司的诉求。但是，讼师的“兴诉”行为不仅导致基层官员对于经讼师处理过的
诉状甚为厌恶。10而且，经过夸大的诉状往往掩盖了事实，这让以书面审理为主
的地方官员往往疲于诉讼。这使得审判力原本不足的地方政府，司法资源捉襟见
肘。比如：日本学者夫马进曾经在一篇调查报告中估算道，清代湖南省的宁远、
湘乡两县在嘉庆二十一年中所收的词状总数，前者约为 9600 份，后者更是多达
14400 至 19200 份之间，而这两个县当时户数分别为 23366 户与 77750 户的区域，
这样的人口所平均下来的诉讼比例不可谓不高。11如此多的词状涌至官府，势必
给官府带来极大的压力。12

5 根据《吕氏春秋·离骚》记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
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子产患之，于是杀邓
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从上述文字我们不难发现上层社会对待“讼师”的态度：讼
师的灭亡，才能达到“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的效果。
6 无论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均罕见对于法律专业知识的考察。
7 事实上，古代民间大量的纠纷也并不是通过诉讼来解决的。通常情况下，民间纠纷都是利用权威的影响
通过调解或者和解的方法解决。这样缓解了古代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
8 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62 页。
9 比如，清代最有名的幕友、后任宁远知县汪辉祖最后被免职也与当地讼师黄天贵、陈禹锡反复上控不无
关系。见张伟仁：《良幕循吏汪辉祖——一个法制工作者的典范》，《中西法律传统》（第六卷），北京大学
2008 年，第 339 页。
10 比如，道光年间的官员刘衡在其《理讼十条》中写道：民间些小事故，两造本无讦讼之心。彼讼棍者暗
地刁唆诱令告状，迨呈词既递，鱼肉万端，甚至家已全倾案犹未结。且有两造俱不愿终讼，彼此求罢，而
讼师以欲壑未盈，不肯罢手者，为害于民，莫此为甚。参见：刘衡：《理讼十条》，清同治七年楚北崇文书
局刊本。汪辉祖云：“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都反映出基层官员对于讼师的巧辞刀工的厌恶。参
见：汪辉祖：《学治臆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62 页。
11 [日]夫马进：《明清时期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
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92 页到第 394 页。
12 正如麦考利（Melissa.A.Macauley）的研究表明，以清朝的省、县级官员为例，大多数地方官员都要面对
解决数以千计的积案的沉重压力，乾隆与嘉庆两朝时更是如此。面对此种“好讼”风习，明清时期的官员
常常是头痛不已，往往以“刁讼”、“健讼”等语斥其中。See Melissa A. Macauley, Civil and Uncivil Disputes
in Southeast Coastal China,1723-1820,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C. Huang(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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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上述原因，讼师活动不仅得不到政府的保护，更为官方所明文禁止。
对于讼师的打压最早见之于《唐律·斗讼》。《唐律》用 356、357 两条法律规定
了“为人作词碟加状”和“教令人告事虚”13前一条强调代人写诉状而夸大事实，
后一条强调教唆无事生非的告状，由于每条后面的疏并没有完全排除按事实代写
诉状是否会入罪，所以，对讼师非法行为的管制存在着扩大适用的可能性。因此，
仅仅从法律条文上看，官方对讼师行为的打击不可谓不大。这种高压的立法倾向
为后世的统治者所遵从，从明清开始，“教唆词讼”就出现在刑法典中。尤其是
作为中华法系的集大成者《大清律例》更是用一条 12 例详细规定了“教唆词讼”，
使得对于“教唆词讼”的规定进一步细化。14这 12 条条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
下种类：首先，对特殊情节的加重处罚。比如：“01、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或扛帮
赴京及赴督抚并按察司官处各奏告强盗人命重罪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或
者“06、审理词讼……偶为代作词状情节不实者俱各照本律查办外，若系积惯讼
棍串通胥吏播弄乡愚恐吓诈财……依棍徒生事扰害例问，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
军……”。其次，规定地方官员主动纠察讼师活动的责任。比如：“04、讼师教唆
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拏禁缉者……若明知不报……照奸棍不行查拏例
交部议处……”或者“08、凡钦差驰审重案如果审出虚诬除赴京捏控之人……外
其有无讼师唆使……就案严行跟究按例分别问拟失察之地方官……”。第三，严
禁讼师秘本的传播途径。比如：“07、坊肆所刊讼师秘本……尽行查禁销毁不许
售卖……”。第四，细化官代书的规定，减少讼师的活动空间。比如：“10、内外
刑名衙门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考取代书，凡有呈状……据实誊写呈后登记代
书姓名……验明方许收受，无代书姓名即严行查究其有教唆增减者照律。治
罪……”。通过上述条文不难发现，官方对于讼师活动的打压不仅细致而且严苛。
那么，为什么在官方眼中讼师的行为时如此憎恶，讼师自身有没有受人鄙视的
“恶”呢？

（二）传统伦理框架下的讼师之恶

显然，在帝国重压下的讼师长期以来得不到官方的承认，一直以来就是见不
得光的职业。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大量存在落榜的读书人。科举制度下的
读书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上仕途，为官一任。那么对于大量没有越过龙门的贡
生出路就成为了大问题。显然，他们的知识尚不足于为官，但是比起百姓，他们
读书识字。所以，这方面的优势让大量屡试不中的贡生转投讼师行业。可是，由
于国家的打压又让讼师们艰难求生、谨小慎微。在这种环境下谋生存，很难产生
职业认同感，也自然难以产生职业伦理。15长期在主流社会之下混迹必然导致从

Republican China,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p.86-89. Also see Melissa A. Macauley,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61-65.关
于明清时期的讼师给国家司法体制形成了重大压力的论述，亦可参看邱澎生：《以法为名：讼师与幕友对明
清法律秩序的攻击》，《新史学》（第 15 卷），第 4 期，第 78 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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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受雇诬告人罪者，与自
诬告同，赃重者，坐赃论，加二等；雇者，从教令法。若告得实，坐赃论，雇者不坐。摘自：《唐律疏议》
卷二十四《斗讼》，http://book.guqu.net/tanglushuyi/10540.html，最后访问：2013/2/27。
14 怀效锋、李俊点校，[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辑注》（下），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 841 页。
15 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从讼师的秘本记载来看，讼师群体应该有职业伦理。比如，在讼师秘本《词家便览萧
曹遗笔》之“法家体要”中也提到：“凡举笔必须情真理真，然后顺理陈情，不可颠倒是非，变乱曲直，以
陷人于非罪也，天鉴在兹，不可不慎。”可是笔者认为，讼师秘本主要是状词的表达技巧或者是接案子的原
则，很难上升为伦理层面的表达。此外，这些诀窍大多只在个别讼师或者小范围传播，也很难代表整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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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所以在官方眼中，即便是讼师中不乏有“极尽巧词刀工”
之士，但实质上，他们无非是扰乱社会安定的“唆使者”、“诈财者”和“行贿者”。

1、无事生非的“唆使者”

张四维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就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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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虽然，将诉讼兴起的所有原因归结为讼
师教唆有失偏颇。但是，不得不承认有很多讼师为了生计无事生非教唆诉讼。比
如：霍存福就在《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一文中通过蓝鼎元
《鹿洲公案·偶纪下·猪血有灵》的记载发现了讼师中其实不乏无事生非的“唆
使者”。其中有讼师图谋报复而将正常死亡升级为杀人命案。17也有讼师为图钱
财而“教唆诉讼”的案件。18这些案件反映了有些不道德的讼师“包谋”、“包诉”、
“包揽”诉讼，无事变有事、小事成大事。官方每每痛斥的，就是这种无事生非
的“唆讼”。然而霍存福通过调查发现，在大多数讼师的行为中，这些包谋、拦
诉的行为毕竟属于少数。在百姓涉及纠纷后，通常主动找讼师寻求纠纷解决办法，
讼师主动招揽生意的行为较为罕见。在其统计的《仕隐斋涉笔》、《听雨轩笔记》、
《鹿洲公案》、《清稗类钞》等笔记中共记载 23 个案件涉及到 19 个讼师。其情节
无例外地都是“谋于讼师”、“往投讼师”之类。由此可见，虽说有一些讼师从事
有违道德的“包谋”、“揽诉”行为，但并非所有讼师都是无事生非的“唆使者”。

2、惟利是图的“诈财者”

古代讼师在生活来源方面类似于现代律师，其也是以案源为生存条件的群
体。没有案源就没有收入。收费取利是其衣食所资，是其职业愿望。故而讼师主
动寻找案源，可以理解；讼师努力张大名声、希望更多地接受事主的委托，甚至
贴出广告、招揽生意也是人之常情。19讼师作为个人，能自己寻找机会，或以名
气使人慕名而来，获得一定的案源，从而就可以有稳定的收入，谋生便成为可能。
甚至古代讼师依据不同的案件能够获得一笔丰厚的收入。20但是，在任何提供服
务的行业中，从业者的收入都与其所占有的资源成正比。那么，对于刚刚进入行

业从业者普遍遵守的伦理规范。摘自：[日]夫马进：《讼师秘本的世界》，《北大法律评论》，第 11 卷，第 1
辑，第 210 页到第 238 页。
16 张四维：《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 476 页。
17 蓝鼎元：《鹿洲公案·偶纪上·三宄盗尸》还记载了另一件事：老讼师陈伟度为报复同宗族弟陈天万，
与讼师王爵亭等合谋，唆人告其妻毒杀妾；讼师们还秘密移尸邻县埋葬，冀图使官府寻尸无着，使族弟一
家受刑、出钱和息，一箭双雕。摘自：陆林：《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案狱卷》，黄山书社，1994 年版，第 231
页。
18 比如，陈兴泰借一乡邻乞丐死亡，诱养其兄弟，先教唆其“移尸图赖”未果后又“希图索诈”，代写状
词，以（富民）打死抑埋告官，并一再渎控之事，而不及其他帮助诉讼之事。摘自：霍存福：《唆讼、吓财、
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45 卷，第 6 期，第 130 页。
19 比如，依据《西江政要》中一位江西官员的记载，“本司今岁自九江入境，到省沿途所到之处，留心观
察，见有各县审断事件所发献语俱刊刻，随处刷贴，更有好事之徒，于献语之后，复自叙讼胜情节，任意
夸张，实属讼棍恶习。”这一段描写的就类似讼师招揽生意的广告。
20 在霍存福：《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一文中，作者列举了明清时代讼师笔记中所记
载的讼师业务收入，发现讼师因不同案件收取不菲的费用。最高的费用达到数千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
的收入。参见：霍存福：《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45 卷，
第 6 期，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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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年轻讼师而言，其收入往往难以使其衣食无忧。所以，有些不法讼师通过诉
讼“诈骗钱财”。比如，在陆林的《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案狱卷》中就记载了两
个案例：广东普宁县讼师陈兴泰“索诈陈绍浩三千钱”，21罗山（今属河南）某
监生“素习刀笔”，欲吓诈某富家钱物，22这些案件都是“讼师吓财”的明显案
例。

3、促生腐败的“行贿者”

宋朝以后，中国民间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了明清一代，诉讼不仅对讼师
来说是基本财源，对官方来说也是寻租的收入来源。在诉讼过程中，衙门职员可
向当事人索要“草鞋钱、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雇驴钱、招结费、解锁费、
带堂费”等等，书吏则可索要“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开单费、出票费、到
案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命案检验费及职员们的伙食差旅费、
与审讯有关的文具费、灯油蜡烛费及其他种种费用”。23正因为当时的诉讼中存
在如此多的私设名目费用。所以，衙役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讼师勾结，利用讼
师包揽词讼，恣意妄为“讼师借虚吏为护符，青吏借讼师为爪牙”、“一案投门或
千余金或数百金，约定不贰案内人用费尽向渠说，初不知有主人翁。间有先不约
定，零星花用，以少报多，与书差三七、四六分费，而案益纠葛不清。”24据黄
宗智先生的研究，在他调查的直隶宝纸县档案和台湾淡水分府与新竹档案中，“有
相当一部份牵涉到衙役的不轨行为，其中，那些结束于衙役报称某地方无法找到
的案件记录或者发出传票后便无下文的案子，占宝纸 26 件不完整案件中的 18
件，占淡水与新竹 86 件中的 43 件。25由此可见，书吏差役与讼师的勾结对诉讼
案件有着巨大的操纵作用。而在这些差役、讼师的不法活动中，讼师往往是不光
彩的“行贿者”。

二、重压下的生存与讼师之善

（一）讼师在重压下的生存状态

显然，讼师在古代中国没有纳入司法审判体制中去，其存在一直受到官方的
打压。然而，另一方面，讼师的生活状态似乎并没有如人们所想的那般艰难，在
有些地方，讼师不仅从业者众多，而且，收入颇丰。比如，在徐复祚在《花当阁
丛谈》中就曾介绍了不同等级的讼师收入情况：最高等级的讼师成为“状元”，
最低等级的讼师称为“大麦”。不但“状元”以此道获得厚利，即使是“大麦”
一级，亦以三寸不律足衣食、瞻俯仰，从未有落寞饥饿死者。26甚至在有些地方，

21 陆林：《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案狱卷》，黄山书社，1994 年版，第 56 页。
22 同上，第 225 页。
23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95 页。
24 陈盛韶：《问俗录》卷 3“师傅”，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版，第 77 页。
25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0 页。
26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三，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
版，第 373 页。此外，在霍存福：《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一文中也具体列举了 15 个
案例中讼师的收费情况。详见：霍存福：《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第 45 卷，第 6 期，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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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师还组成了类似同业行会等组织。例如，道光十四年，湖南省会同县东街的仓
颉庙就是作为“包揽词讼往来聚会之所”而存在的。27即便是对讼师打压甚为严
苛的清代，甚至都能出现讼师当街贴广告招揽生意的情形。28由此看来，在官方
体制之外，必然有讼师生存发展的空间和土壤，以至于讼师行业得以存在。

（二）讼师得以存在的价值

1、对民间纠纷解决的价值

首先，明清时代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对于明末清初中国
小农经济结构的变化。吴承明先生曾言简意赅地将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结
构的新发展，概括为以下六个范畴：一、大商人资本的兴起；二、包括散工制在
内工厂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三、因一条鞭法普及而更加确立的财政货币化；四、
押租制与永佃制普及，导致经营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而形成的租佃制演变；五、
由短工与长工在法律上人身自由的进一步解放，所带来的雇工制演变；六、民间
海外贸易带来的大规模世界白银内流中国。29正因为商品经济的萌芽所带来的经
济增长，导致在商人积聚的城镇纠纷增多。比如，徐忠明在对清代江苏、上海、
山东、广东四省 284 种县志、府志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 95 种提到当地的好讼
风气，约占 1/3。30相比于传统的调解，百姓之所以更倾向选择诉讼的方式解决
纠纷，是在于诉讼更有利于定纷止争。31即便法律规定已经用种种手段限制了民
间诉讼的提起，民间诉讼数量仍然庞大到令官员头疼的程度。以清代为例，很多
地方官员在笔记中都记载了纷至沓来的诉状让官员焦头烂额。对于这些诉状，州
县官员首选的应对措施就是不予受理，也就是“一状不轻准”。有的学者以“告
则理、理不一定准、准不一定断、断不一定依律”来概括清代民间诉讼的特点。
32正因为民间纠纷的增多以及诉讼过程中存在上述诸多问题，导致讼师得以在市
场的需求下继续存在。

其次，诉讼程序的繁琐使得普通百姓投诉无门。明清时期的地方政府对词诉
在受理日期、文书形式、是否进入实体审理的判断判断上都做了严格的限制。比
如，明清时期的状纸一般都以所谓“状式条例”限定字数，这使得作状之人在撰
写词状时必须字斟句酌，力求扼要醒目。33对于达不到形式要求的诉状，官员不

27 《光绪会同县志》卷 12·艺文，转引自：林乾：《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清史研
究》，2005 年第 3 期，第 3 页。
28 同脚注 19。
29 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第 1 页
到第 14 页。
30 徐忠明：《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27 页到第 130 页。
31 中国古代解决纠纷的途径无外乎两种：民间宗族的调解以及官方的听讼。从官方“息讼”的政策来看，
民间的调解方式无疑会备受推崇，就实际情况来看，大量的民间纠纷也确实是通过调解的方式得以平息。
但是，由于纠纷当事人所处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不同，调解的偏袒性有时候难以避免。此外，调解必定
仰仗民众对权威的信服程度。而随着明清经济的发展，商品互换的加强，很多生意人在当地都是“陌生人”，
难以服从当地的权威，所以，选择官方的诉讼在表面上看更有利于保持解决纠纷的公正。
32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版，第 50 页到第
83 页。
33 尤陈俊：《明清日常生活中的讼学传播——以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为中心的考察》，《法学》，2007 年，第
3 期，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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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受理。并且，古代的诉讼程序甚为繁杂，从告状、放告、批发呈词、胥吏承行、
提出诉状、传唤被告到堂、堂谕、遵结。任何程序都需要和官方交涉，这对不熟
悉衙门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困难的。这时候就需要讼师的专业技术指导与文
字帮助。否则，当事人在通往衙门的道路上必定举步维艰。

第三，官方的代书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清朝政府为了解决“杜讼棍包告代
递之弊”的问题特意设置了官代书的职位。当事人呈交的状纸须由通过考试获得
资格的官代书抄写及核查，并盖上衙门颁发的戳记。官代书有义务检查当事人控
诉是否真实，据之书写状纸并以此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对衙门而言，官代书并不
需要法律素养，只要能识文写字，为人可靠，便可经过考试录用为官代书。这便
于官方对代书人的管理。相反，如果官代书“舞文弄法”，反而有因此而失业或
受惩的风险。34正式由于非专业化的设计初衷，使得官代书这种职业门槛过低、
可替代性过强，其“刻板僵化”的官代书文章无法满足当事人诉讼需求。比如，
日本学者夫马进研究后发现，清代许多代书书写的质朴无华的诉状导致衙门“多
置勿理”、“徒令阅者心烦，真情难达”，这使得原告、被告都明知违法，但为了
胜诉，又无论如何不能不依赖讼师代作呈词。35正是由于正当途径的官代书有上
述诸多弊端，使得在诉讼方面更为专业的讼师得以长期存在。

2、对平衡基层官员专断的平衡价值

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中央集权下的专制统治。地方官员集司法行政权力于一
身，可谓是地方百姓的父母官。然而，享有如此大的权力却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
机制。除了上级官员的定期视察和御史的突击检查，地方官员在司法上失职、怠
慢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管。所以，如果地方诉讼案件较多，在面对纷至沓来的
案件时，官员往往怠于履行职责，案件积压比例较高。比如，在嘉庆皇帝的上谕
中就曾提到了地方官员的懈怠情况。“一般的情况是，地方官对于钦部命盗等类
案件，因为事关考成，所以尚知细心审办。”“但对地方自理词讼，他们倚恃上官
无从稽考，每于准理之后，经年累月不行查讯。”“地方官对自理词讼，并不按情
合理推求，一味草率混断，颠倒是非。”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健讼’与州县官
拖延不结、民令不伸有直接关系”。36而讼师的存在不仅可以促进懈怠的官员受
理案件，并且可以通过“上控”、“京控”等措施使得违法的官员受到惩处。在因
为上控而受到惩处的案例背后，大多可以发现讼师缠讼的影子。所以，在平衡地
方官员的专断方面。讼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古代讼师对当代律师的启示

虽然中国自宋朝时起，城市规模扩大，商业贸易繁荣，科技发展迅速，讼师
也大量存在于商业集中的大城市中。37但是，由于官方的打压和讼师群体自身的

34 邓建鹏：《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政法论坛》，2008 年，第 6 期，第 125 页。
35 [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王亚新译，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
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设社，1998 年版，第 405 页到第 406 页。
36 邱澎生：《以法为名：讼师与幕友对明清法律秩序的冲击》，《中西法律传统》，2008 年，第 600 期，第
225 页。
37 宋朝城市规模、商业发展的介绍。参见：[宋]吴自牧：《梦粱录》，符均、张社国校注，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44 页到第 245 页。或参见：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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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憾，中国始终没能演发出现代律师制度，而与此同时代的英国却在经济基础较
为薄弱的情况下建立了现代律师制度，不禁令人感叹。探究其原因，本文试图从
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试以解读。

从宏观的角度考量，中国自秦汉以来，皇权过于强大，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
统治，法律一直被认为是统治的工具。法律君属，权力支配法律，法律维护君权，
君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这种法律传统有着深刻的社会的、
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具有极强的保守性。38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过程中，对
秩序和稳定的追求永远是根本目标之一。所以，尽管宋朝后期的中国社会不乏对
于法律专业人士的需求，但却缺乏产生律师的那种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39因此，
古代的讼师并没有得到西方社会对律师那样的尊重，更没能像律师那样，参与到
社会的改革中来。从而也失去了由古代讼师向现代律师变革的契机。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讼师并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职业伦理也阻碍
了讼师职业的进步。正如马克思·韦伯在论述近代专业化官僚产生的时候说：“近
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有专长。并且近
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
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
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国家机构对于经济的
重要性，一直在稳步上升，尤其是随着社会化的扩大，这种重要性还会得到进一
步的加强。”40这种“身份荣誉意识”就是一种职业道德。同样，韦伯的这段论
述也适用于法律职业，如果没有法律职业伦理，那么法律家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
会受到威胁，甚至更为可怕。因为法律家的职业技术是一种有意识地排斥道德与
政治等诸种法外因素的所谓“人为理性”或“技术理性”，其中的道德的含量很
低。更何况，律师与政府官员不同的是他们直接面向委托人收取费用，他们的法
律知识与技术通过法律服务市场的交换关系，直接兑换成为货币，这又给许多业
内外人士的担忧雪上加霜。这就使业内人士更关注职业伦理。所以我们完全有理
由把是否存在法律家职业伦理当作法律职业产生、存在与否的标志之一。41而同
样作为“靠法律吃饭”的讼师，我们很难找到明确的行业规范、职业伦理。所以，
也就导致投机性从业者频繁出现，使得整个职业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结语

以“息讼”、“无讼”为统治者之理想追求的古代中国。讼师，作为中国法制
史上以“助讼”、“挑讼”为职业的一类特殊的人，他们与统治者心心相念的“息
讼”专制唱反调，被当时藐视为一种不道德乃至非法的职业一族，不仅国法予以
严厉的禁止，而且在官方的舆论导向下，遭到人们的唾弃。然而，由于讼师们有

38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 84 页、第 91 页、第 111 页。
39 正如有些学者所分析：古代中国和东方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僵化单线性发展，造成了东方社会的“稳定
性”和“停滞性”，使得市民社会始终未能获得有效生长，不存在与国家相抗衡的群体或个人权利，也没有
横亘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组织力量，因而一直缺乏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社会基础，法治也就无从孕
育和确立。这一观点也许能够解释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王权或皇权一直居于绝对地位的原因。参见：马长
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 124 页。
40 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68 页。
41 通常认为法律“职业道德”的概念比法律“职业伦理”在内涵上要广泛。前者包括法律家的职业行为规
范、道德品质以及调整法律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沈忠俊等：《司法道德新论》，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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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专门的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人们在非打官司不可的时候，又不得不把目光投
向他们，寻求他们的帮助。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夹缝中，在人们爱恨交织的矛盾态
度中，讼师职业保持着越来越顽强的生命力，从而成为中国律师文化在中国法制
史上难以抹去的一页。然而，古代中国法律工具化的意识过于强大，皇权的统治
难以动摇，加之讼师的从业者多为落榜贡生，其往往被迫从事讼师这个职业，缺
乏职业荣誉感。所以，也未能像欧洲一样演发出现代律师制度。历史足以明鉴，
通过对中国古代讼师制度的探寻，我们不难发现分配国家权力对于现代法治国家
建设的重要性，也不难发现职业伦理对于法律职业健康成长的帮助。显然，对古
代讼师制度的研究对我国现阶段律师制度的完善有很大的帮助。



帝国打压下的生存——古代讼师的善与恶以及讼师对完善律师制度的启发

- 10 -

参考文献

1. 《论语•颜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 年版，第 82 页。

2. 《墨子•兼爱（下）》，广州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1 页。

3. 《老子•第五十七章》，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4 页。

4.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14
页到第 215 页。

5. 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62 页。

6. 张伟仁：《良幕循吏汪辉祖——一个法制工作者的典范》，《中西法律传统》（第

六卷），北京大学 2008 年，第 339 页。

7. 刘衡：《理讼十条》，清同治七年楚北崇文书局刊本。

8. 汪辉祖：《学治臆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62 页。

9. [日]夫马进：《明清时期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

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92
页到第 394 页。

10. Melissa A. Macauley, Civil and Uncivil Disputes in Southeast Coastal
China,1723-1820,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C. Huang(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p.86-89.
Also see Melissa A. Macauley,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61-65.

11. 邱澎生：《以法为名：讼师与幕友对明清法律秩序的攻击》，《新史学》（第 15
卷），第 4 期，第 78 页。

12. 《唐律疏议》卷二十四《斗讼》，http://book.guqu.net/tanglushuyi/10540.html，
最后访问：2013/2/27。

13. 怀效锋、李俊点校，[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辑注》（下），法律出版社，2000 年

版，第 841 页。

14. [日]夫马进：《讼师秘本的世界》，《北大法律评论》，第 11 卷，第 1 辑，第 210
页到第 238 页。

15. 张四维：《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 476 页。

16. 陆林：《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案狱卷》，黄山书社，1994 年版，第 231 页。

17. 霍存福：《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 45 卷，第 6 期，第 130 页。

1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95 页。

19. 陈盛韶：《问俗录》卷 3《师傅》，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年版，第 77 页。

20.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0 页。

21.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0 页到第 83 页。

22. 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三，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73 页。

23. 《光绪会同县志》卷 12•艺文，转引自：林乾：《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清朝

严治讼师立法》，《清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3 页。

24. 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



帝国打压下的生存——古代讼师的善与恶以及讼师对完善律师制度的启发

- 11 -

1998 年，第 4 期，第 1 页到第 14 页。

25. 徐忠明：《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版，第 127 页到第 130 页。

26. 尤陈俊：《明清日常生活中的讼学传播——以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为中心的考

察》，《法学》，2007 年，第 3 期，第 73 页。

27. 邓建鹏：《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政法论坛》，2008 年，第 6 期，第 125 页。

28. [宋]吴自牧：《梦粱录》，符均、张社国校注，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44
页到第 245 页。

29. 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 3 页。

30.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 84 页、

第 91 页、第 111 页。

31. 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 124 页。

32. 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68 页。

33. 沈忠俊等：《司法道德新论》，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