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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审判中法官的伦理实践 

                                     ——以陈独秀“危害民国案”为例 

 

一、 引言 

现代法治的标志之一是司法独立，个案中意味着，法官中立于双方当事人，坚守法律

至上，做出客观的推理和有说服力的判断，以保证裁决的公正和不偏不倚。然而，并非处

于真空中的法院，时常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尤其是充满政治意味的审判中，来自外界的

压力尤其巨大。这是因为涉及案件的政治力量不仅有动因，并且有能力，通过施压法官获

得有利于己方的判决。具有良好法治状态的国家往往可以通过制度来消减外界对于法官的

不正当影响。而在一个法治跛行的国家，法官往往直面这种压力。在政治主导司法，法官

是否可以寻找到一定的空间恪守其职业伦理，如果获得一定的空间，法官又该如何选择？

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路径之一便是回到真实的个案中，探寻法官的伦理空间。 

1933 年 4 月，国民党统治下的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1，起

诉书指控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无论陈独秀的

自辩，还是律师章士钊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经当时《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

等各大报刊的连续报道而轰动一时，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

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尤其有力，动摇了检方所控罪名的构成要件。由审判长胡善

称、推事张秉慈和推事林哲民组成的法庭将负责这一倍受关注的审判。     

 

二、 案件背景：政治主导司法 

法治之下，法官只须基于法律做出判决。然而该案中的法官不仅要面对辩方在法律论

证上的挑战，还要受到时代背景的钳制——不可忽略的政治因素。1933 年正值国共十年内

战时期，该年初国民党还在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根据地进行军事镇压，两党关系极为对立。

在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即以“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进行大肆宣传。2 检方的指控依

据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为刑法典“内乱罪”的特别法，该法本身就政治意味十足，

意在限制政治自由，惩处反对人士。 

                                            

1 陈独秀为该案九名被告之一，是案件的主犯，对其审判时该案的核心，其余被告的审判的研究价值均没

有超出陈独秀部分，本文略去。 

2 袁亚忠：《陈独秀的最后 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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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民党党首蒋介石在电报中称陈案“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3 但此时的

法院在国民党“司法党化”的政策下，已经不可能在政治审判中保持中立。受孙中山“以

党建国”、“以党治国”方针的影响，国民党在司法领域废除民国初年的“司法党禁”政

策，提出旧时“司法独立”、“司法官不党”原则“违反党义及革命精神之大端”，应予

抛弃。4 后武汉国民政府颁布《新司法制度》，规定司法官的任职条件包括了“有社会名

誉之党员”，而在法官考试中测试党纲党义，考察考生的政治态度。而对于已任职的法官，

则举办为期四个月的政治党务培训班，以改造其政治思想。5 现无法考据三位法官的政治

身份，但可以推知，他们若非国民党党员，抱有预定的政治立场，则已经过党务培训班

“改造”，在政治观念上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此时的法官外在受到统治当局的实际压力，

内在政治思想又受其影响。  

极权统治造就密室政治，既然统治当局把陈独秀推向司法审判，意使对其处罚披上合

法的外衣，也就不会透露其对审判进行的干预，更不会表明法官被下达了“政治任务”。

断言陈案结果未经审理已有国民党确定，可能无所依据，略显武断，但此处做出两点推论：

1. 国民党没有干预司法判决。既然司法未受干预，则法官可以依法判决，其职业伦理与一

般案件无异，无需本文赘述。2. 国民党预设了判决结果，未审而罪定，法官仅需按照预定

结果组织审判、做出判决即可。这可能是司法尚未独立时，法院审理政治案件的常态。在

这样的审判中，法官还能恪守其职责，寻找到些许推动法治的空间吗？陈案法官的选择将

为我们提供一种答案。 

 

三、 法官的选择：形式主义与司法克制 

（一） 案件争议：民国为何6 

无论统治当局如何要求，既为一场审判，法官就必须撰写一份判决书，对陈独秀的定

罪量刑给出说明。陈案中，检方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第六条起诉7，

                                            

3 《陈独秀案决交法院审判》，载《申报》1932 年 10 月 25 日第四版。转引自强重华等编：《陈独秀被

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9页。 

4 徐谦：《改革司法制度说明书》，载《国民日报》1926 年 9月 20 日。转引自韩秀桃：《司法独立与近

代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50页。徐谦，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司法党化”

政策的主要推行者。 

5 韩秀桃：《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51-352页。 

6 关于该案的起诉书、辩护词和判决书的内容，如无特别注明，均引自 强重华等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

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39页。 

7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

煽惑他人扰乱治安，或与叛徒勾结者。(二)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第六条：以危害民国为

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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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因其查明陈独秀为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为一党之主脑，对该党派之宣传和其指

挥的行动，应完全负责。而该党派发表之文件，一面借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

对于国民政府，冷嘲热讽，肆意攻击，这些宣传的要旨是推翻国明政府，有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陈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检方认为“其目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并主张第三次革

命„„以革命民众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并认定其意在危害民国。检察官朱隽当庭控

告大致内容基本与起诉书相同。 

陈独秀随即抗辩道：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

并非危害国家。他的书面辩诉状则直言，国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权的总和，所谓亡国是

指外族据其土地、人民和主权，而非本国某一政党推翻某一政党的政权。民国意指民主共

和国，而非君主专制之国。若把国家与政府混为一谈，则意味着坚持为近代法治所不容的

专制理论——“朕即国家”。如果说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的政府党，而主张

推翻其政权，就是“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党无不曾“叛国”，国民党则也曾“叛

国”。因此，“为叛国之宣传”的指控不成立。此外，陈独秀还当庭陈述其反对国民党和

国民政府的理由：人民不自由；贪官污吏横行；政府不能彻底抗日，因此不得不反对。并

且简述了其政治主张，说明其意在争取民众自由之权利，实现国家富强，所以，其并非

“以危害民国为目的”。 

陈独秀的辩护抓住了法律明文规定但未述明其含义指出之处，即“民国”为何，“叛

国”何意，什么又是“危害民国”。章士钊在随后的辩护中指出，夫国者，民国也，主权

在民，时曰国体，陈独秀既未叛国，也没有危害民国。此外，章士钊指出陈独秀所主张的

共产主义，实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如出一辙，例如孙中山在阐述其民生主义时，开篇即言：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因此，检方依据《危害民国

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指控陈独秀“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不符事实。 

关于这一争议，法官在判决书中做出了回应。法官依据陈独秀的供述和其撰写的宣传

文章认定，其宣传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为推翻国民党政府，建设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

政。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无论男女、种族、宗教、

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此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寄主权于全民（约法第二

条），而在苏维埃国家，主权寄于工农阶级，除此特殊阶级以外之人，皆无参政权，是两

种制度，显然为两种国体。且中国民国，系以国民政府，依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

三民主义实为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而国民党国民政府均为从事建设的领导机关，即以维

护现有国体为宗旨。既然被告陈独秀和其领导的中共反对派，以打倒三民主义、实行共产

主义为第一要旨，以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而组织苏维埃，由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则是意

图改变主权寄于全民的国体。因此，认定陈独秀危害民国及叛国无疑议，而其以危害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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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和第

六条。 

（二） 法官的空间：现实和法律的间隙 

陈案的争议展示了法学常常面对的一个困境，那就是法律条文和现实情况往往存在间

隙。而为了使法条可以适用于个案，法条之含义有待解读，个案的事实亦需要认定，大前

提和小前提之间能否吻合需要进行论证。此时的法官无法就个案向立法者寻求帮助，要求

其解释法律，也不能等待立法者准备好答案再做出判决，他所能做的仅是凭借良知和自由

心证得出答案。8 然而，也就是这种无法寻求立法者帮助的境地，赋予了法官抵抗恶法的

空间。既然恶法存在词句未明之处，无法恰当地适用于个案的事实，法官可以声称其无法

从现有的法律文本找到答案，而裁定该法并不适用。这样，立法者的意图至少在某一个案

中就无法实现了。 

在法治状态下，法官可以运用法条与现实中的空隙，拒绝适用恶法。但在结果预设的

审判中，这种空隙就被统治当局的意志所填满，法官需要做的不过是按照预定结果去认定

事实、解释法律。法官甚至会仅仅列举事实和法条，不加说理和论证而直接得出预定的结

果。因为统治当局往往仅仅关注结果，或者说，统治当局往往无法完全掌控庭审的过程，

难以干预辩方的辩护，甚至在技术和知识层面无法限定法官的推理。因此他们只有足够的

能力去预定审判结果。 

然而，不加推理、说明和论证的判决，实际上在另一层面违背了法治的要求——法律

自成一体，有自身的逻辑、话语和规则。法治需要依靠法律形式主义，如果以目的消解手

段，法律本身就成为没有必要的累赘。在个案中，一份判决不仅包括判决结果，也包含法

官的推理和论证。如果判决结果被统治当局预定，那么推理和论证的过程则是留给法官的

空间。此时的法官将面临一种选择，抛弃形式主义，不做推理论证，或者尽力弥合法律和

现实的间隙，运用法律自身的逻辑、话语和规则去撰写这份判决。陈案的法官选择了后一

种路径，使这份司法判决也并未简单地成为政治宣判书，同时也蕴含了些许法学研究的价

值。 

（三） 司法克制：政治审判中的智慧 

当政治话语时常将“国家”与“政府”混同时，人们往往从未试图分清二者。当陈独

秀在法庭上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实际上提醒了人们思考他们习以为常的观念。而

正是这种习以为常，使立法者在制定《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时，忽视了法律用词的准确

性，而大量使用了“民国”、“叛国”这种抽象化的词语。当陈独秀质疑政府和国家关系

                                            

8 方流芳：《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http://fangliufang.blog.caixin.com/archives/50858，最后访问日期

为 2012 年 1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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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们发现政府并非当然的国家。法律和现实的间隙就此产生，既然法官选择弥合这种

间隙，他就要论证包含“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法律可以适用于当下的案件。 

然而，“政府”和“国家”的含义和关系，实在法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政府是

否等于国家”，面对这种政治意味极浓的问题，法官要么将作为一个政治家或者学者发表

自己的观点，要么将充当立法者就个案问题进行立法。而这都将突破法官本身的角色和职

责。在合法性的要求下，法官应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在实在法中寻找答案。此时，

法官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把政治问题转化成法律有能力回答的问题。 

陈案中，法官没有直接回答政府是否等于国家，而是论证了陈独秀所追求的“国”与

国民政府所建设的“国”不同。陈独秀在书面答辩状中提出，国家是人民、土地和主权的

总和，章士钊也论及民国的国体主权在民。但是陈独秀所宣传的共产主义意在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的政府，将无产阶级之外的阶层排除于国家之外，则人民的内容发生的变化。即陈

独秀的政治追求，与现行约法所强调的国民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不同，意图变更民国国

体，构成“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加之其在行为上，组织团体，进行宣传，符合检方指控

罪名的构成要件，罪名成立。 

 

四、 伦理实践的空间和价值 

（一） 受局限的伦理实践 

陈案法官的推理和论证可能受到这样的谴责——以法学形式主义的言说掩盖不堪的事

实。正如陈独秀的当庭指斥，“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特别

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

民之上”，即国民根本未享有约法所述的平等权利和各项基本自由。章士钊辩称，陈独秀

宣传共产主义学说，“未逾言论或理想一步”，实为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正好印证了

公民自由仅仅是一纸空文的现实状况。这种现实之下，法官恪守法学形式主义，以统治当

局的立法证明其合法性，无视现实，且适用恶法。此时的法官不过是统治当局的帮凶，而

法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面对法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样的批评，一种简单回答便是：这种政治和那种政治

是不同的。在极权统治下，对于推动单一意识形态、维护不容挑战的统治阶级的权力而言，

法只不过一种无关紧要的手段。正如陈案中，法不可能违背国民党的意志，而且法院也没

有能力挑战其统治。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允许公开的群体冲突，并足够稳定，可以依据规

则来化解这些冲突，那么法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工具，完全可以在多元的群体诉求中，中立

地按照规则做出具有政治倾向性的回答。9 因此，问题并非是“法是否是统治阶级的工

                                            

9 Judith Shklar, Legalism: Law, Morals, and Political Trials, 144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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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而应该是“法可以反映和维护什么样的政治”。陈案中的法律只是反映了国民党的

极权统治和其推行的单一的意识形态。 

既然国民党极权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是不可逾越的社会和时代背景，轻视这种背景进

而指责其为统治帮凶的批评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因为，他们本身不用承担风险，而会将

被批评的人指向危险。如果陈案法官认定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政府不等于反对国家，宣

判陈独秀无罪，甚至认定“宣传共产主义属言论自由”，他们自己可能面对的结果是失去

法官职位、受到政治报复、生命也有可能被危及，而其无罪判决可能会被上级法院推翻。

当抗争不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时，一个人有权利选择适应，而不受道义上的苛求。个人有权

利选择不同的方式去承担道义责任，没有超越时间和空间、对一切人都是最好、最正确的

选择。10  

因此，这种批评最重要的缺陷在于：陈独秀是否受到言论自由保护，判决结果是否应

该由统治当局说的算，对于审判法官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在真理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的哲学

选择，而是一个需要其承担风险的伦理实践问题。当极权统治和单一意识形态没有留下法

官改变判决结果的空间时，法官也就缺乏了伦理选择的空间。 

（二） 恪守法官职责的价值 

社会背景的局限可以豁免法官对于判决结果的责任，但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就整场审

判获得伦理上的豁免。当一份判决的结果不向法官开放时，法官所不能放弃的是这份判决

的推理和论证，因为这种不放弃展现的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恪守，对法律推理、话语和规

则的尊重。正是对某种知识和方法的反复实践，才能为其自身的发展寻找到空间。而这些

都应是法官职业伦理的应有之义。 

当陈独秀“政府不等于国家”的观点引起舆论关注，而法律文本不能提供答案时，法

官并没有选择充当政治家或立法者，直接回答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问题。如果法官直接回

答这一问题，不仅要突破自身在法治中的角色设定，还有可能迫于政治压力，或者受预定

结果的限制，不得不做出“政府等于国家”这种既可能有悖于法理、违背现代法治精神，

又会助长政治压迫的论断。因此，这一选择不仅恪守了法官的角色，践行了法治原则，也

避免了司法进一步成为政治的帮凶。 

法官最终选择的论证路径是对两种不同政治理论的分析，其清晰的论证，直观地展现

了这两种政治理论的区别。这正是审判的一种功效——将复杂的问题清晰的展现在人们面

前。虽然判决书将提供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断，但这不妨碍人们借助法官对事物梳理去

进行自己的判断。虽然《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重的限制了人们的政治自由，但是这场

                                            

10 方流芳：《如何认真地看待学术游戏——读德沃金访华报告有感》，

http://www.cesl.edu.cn/upload/200810043696998.htm，最后访问日期为 2012年 1 月 19 日。 



7 

 

公开审判却提供了一块言论自由之地。陈独秀在其辩护词中不仅大量论述了其所宣传的共

产主义，也猛烈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而章士钊的辩护词中也论说了言论自由和政党更

替的宪政理论。他们的辩护基本上没有受到法官的阻挠而中断，反而通过报刊的报道广泛

传播。 

如果陈案的法官仅仅将审判操作成一场过场戏，相信上述的这些潜在的价值都难以显

现了。然而，以上的解读，均是基于判决书，从审判和判决书客观上产生的价值作出的解

读。其面对的困境是，无法说明法官是有意识的去恪守职业伦理、最求法治效果。也许从

现有资料我们无法解读法官怎样的想法、动机和追求造就了当前的局面。但陈案现有的价

值在于，展现了一场政治主导的审判中，存在着允许法官恪守职业伦理，追求法治价值的

客观空间，而这些空间实际上与法官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 

（三） 放弃职责的平庸之恶 

我们无法准确衡量一个法官在个案中的坚守到底有多少价值，法官自身也可能因为忽

视这些微小的价值而选择放弃。而陈案法官没有选择放弃，至少在判决结果之外，他们有

所努力。如果法官放弃坚守职责的努力，以一个惟命是从的政治执行官的模样出现在法庭，

它无疑将击碎被告辩护的希望，消解民众对司法的信心，更可怕的是，习惯于放弃的法官

极有可能堕入一种“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一种对自己思想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

恶。不是超乎人们想象的邪恶，造就了负责屠杀数百万人的纳粹军官，而“是纯粹的不假

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11 对自己意志和责任的放弃，往往成为一个人突

破自己伦理底线的开始。而对个人责任的冷漠和无视，长此以往更将导致一个人的良知很

难再被唤醒。 

当推行恶行的机器足够巨大，大到身为其中每一个齿轮的人都看不到这部机器的全貌

时，机器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会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他们更是对自己的道德责任感到陌生。

因此，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以“上级命令”、“国情”、“不得已”等理由解释自己的行为。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关注个人的责任时，这些理由都将行为人从事件的关注点中剥离了。

其潜台词不过是，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的行为与其个人意志无关。有多少情况会造成个人

的行为与其意志无关？到底是与其个人意志无关，还是主动放弃个人意志？习惯于使用这

样的理由，难道不是对个人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放弃个人意志，成为

恶行帮凶的人，在伦理上可以得到开脱吗？因此，这些被人熟悉的理由实际上很难解释个

人的责任，至少他需要回答这一系列疑问。而陈案法官至少给出了一个相左的回答：政治

高压之下法官依旧能有所作为。 

                                            

11 [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出版社 2010 版，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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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统治和单一意识形态下，一个人应尽力做到的是保持自己的良知与思考的能力

——“扪心自问的习惯，也就是自己与自己默默地对话”12；而在一场政治主导的审判中，

一位法官应尽力做到的是坚守法的基本规则、话语和逻辑，认真组织审判——恪守法官的

职责和职业伦理。 

 

五、 结语 

陈案法官的选择，向我们展现了，在一场政治主导的审判中，即使法官无法决定最终

的判决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放弃他的职责。当法官尽力去寻找履行其责任的

空间时，他的努力可能会为法的发展提供现实素材，对法治的发展做出些许贡献。而法官

个人恪守职责、寻找法治空间的过程，意味着他还在不断地对“政治任务”进行思考，实

践着个人思考和判断的权利。正是这种反复判断和思考的过程，避免其堕入平庸之恶——

在一个推行恶行的制度下无条件地服从着上级命令，也是个人在极权统治和单一意识形态

下保持意志和良知的途径。 

审判对于法官来说终究是个实践问题，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其他个案中是否存在推

动法治的空间，法官是否可以坚守职业伦理，都难以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然而陈独秀

“危害民国案”中法官的实践提醒着我们，在非常受限的情况下，三位法官依旧寻找到了

一定的空间，去履行自己的职责，恪守法官的职业伦理。 

                                            

12 [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出版社 2010 版，第 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