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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古代讼师的评价，往往落在“教唆词讼、颠倒是非、惯弄刀笔、恐吓诈

财”这样的控诉上。本文认为，这样的评价并不中肯，收到时代价值观的局限；

而事实上，讼师作为我国传统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司法体制的不断完

善做出了贡献。如果将其与今天的律师作对比，其社会评价的显著差别，主要是

时代所造就。

本文由讼师的定义入手，着重分析其四个主要“罪过”评价是否准确：教唆

词讼、颠倒是非、惯弄刀笔、恐吓诈财，且认为讼师以其特殊的方式为中国司法

制度的完善做出的贡献，最后将讼师与律师作对比，得出其社会评价天壤之别的

原因，为中国古代讼师研究提供一些新鲜的视角。



3

目录

一 何为讼师 .................................................................................................................................... 4
二 讼师何过 .................................................................................................................................... 5

1 教唆词讼 ..............................................................................................................................5
2 颠倒是非 ..............................................................................................................................5
3 惯弄刀笔 ..............................................................................................................................6
4 恐吓诈财 ..............................................................................................................................7

三 讼师之过？ ................................................................................................................................ 7
1 教唆词讼 ..............................................................................................................................7
2 颠倒是非 ...............................................................................................................................9
3 惯弄刀笔 ...............................................................................................................................9
4 恐吓诈财 ............................................................................................................................10
5 小结 .................................................................................................................................... 11

四 讼师有功 .................................................................................................................................. 11
1 提高司法效率 .................................................................................................................... 11
2 促进制度改革 ....................................................................................................................12
3 唤醒权利意识 ....................................................................................................................13

五 讼律何别 .................................................................................................................................. 13
六 结论 .......................................................................................................................................... 14
参考文献 ........................................................................................................................................ 15



4

讼师，是我国古代专司为人代写诉状、教打官司的一种职业人，因其用笔如
刀、点墨之间可生杀人命，故又称之为“刀笔吏”。根据其所处时代不同、具体
表现不同，也有其他称呼，如：“士荣”1、“讼师官鬼”2、“茶食人”3、“珥笔之
人”4、“哗鬼讼师”5等。

对于讼师的评价，自古以来，无论官民，评论风向都较为一致，这可以从对
讼师的另一称呼“讼棍”见诸一斑。各朝历代的法律，对于讼师也都持禁止的态
度6。讼师的主要罪名，可归纳如下：教唆词讼、包揽词讼、颠倒是非、惯弄刀
笔、打点衙门、欺压乡民、恐吓诈财。霍存福先生将其进一步提炼为：唆讼、吓
财、挠法7。

然而这样的评价是否准确？讼师对于我国的传统司法制度、秩序、体系，是
否只有过而无功？如果以今天的视角来重新评判古代讼师的所为所思，是否会得
出不同的结论？这些是本文所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 何为讼师

概念先行。何为“讼师”？本文引言中，笔者给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这里为
了限定讨论范围，再进一步做一些说明。

对于“讼师”，陈景良先生如是解释：“在宋代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个与
老百姓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的群体和职业，尽管对这个群体的称呼不同，他们的
出身也不全然一致，但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有一定文化、通法律、晓
官府事务，且资助当事人，以诉讼为业，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他们非官非吏，
而是民，这个群体就是‘讼师’。”8

从这个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陈景良先生关于“讼师”定义的几个要点：始
于宋代、以讼为业、收取费用、非官非吏。除了第一点，即讼师产生的年代，学
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9，其他几个特点，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1 参见 茅彭年，李必达：《中国律师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31 页。章武生：《中国
律师制度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 页。

2 参见 蔡久轩：《讼师官鬼》，摘自《名公书判清明集》[C]之卷十二，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73 页。
3 参见 蔡久轩：《教唆与吏为市》，摘自《名公书判清明集》[C]之卷十二，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76 页。
4 参见 胡石壁：《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摘自《名公书判清明集》[C]之卷八，中华书
局 2002 年版，第 280 页。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J]，载《河
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

5 参见 蔡久轩：《哗鬼讼师》，摘自《名公书判清明集》[C]卷十三，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81 页。党江
舟：《中国传统讼师文化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第 38-39 页。

6 《唐律疏议•斗讼》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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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律例》中多处法律条款涉及讼师。如：“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
口诉，令书吏及官代书据其口诉之词，从质书写。如有增减情节者，将代书之人照例治罪。其唆讼棍徒，
该管地方官实力查办，从重究办。”又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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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问发近边充军。”再如：“凡审理诬控案件，不得率
听本犯捏称，请过路不识姓名人书写呈词，务须严究代作词状、教唆之人，指名查办，依例治罪”等等。
参见 方立新，许翰信：《纠葛，讼师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J]，载《浙江大学学报》，第 33 卷，2003 年
第 6 期。

7 参见 霍存福：《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J]，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45 卷，
2005 年第 6 期。

8 引自 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J]，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
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

9 阎志明等学者认为，讼师源于春秋，且以邓析为第一位讼师。尽管当时没有“讼师”这一称呼，而称之
为“辩士”或“名家”，但其行为活动完全符合“讼师”的定义。参见 阎志明：《中外律师制度》[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 页。“他（邓析——笔者注）实际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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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主要评析的是古代讼师的功过，且主要以宋以后的讼师为例，因此，
笔者不对讼师究竟始于何朝哪代展开分析。关于讼师的概念，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内，我们仅需明确三点，即：以讼为业、收取费用、非官非吏。

二 讼师何过

明确了“讼师”的概念，还有几个概念也需要清楚的界定，即以往普遍给讼
师扣上的几顶大帽子，也就是通常认为的讼师之“过”：教唆词讼、颠倒是非、
惯弄刀笔、恐吓诈财10。

1 教唆词讼
这是讼师的最主要罪名之一，“一般指民人不愿诉讼，而讼师拨弄是非，教

唆使其诉讼；进而指讼师或讼棍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无事生非。”11判词中亦
有记载：“小民未有讼意，则诱之使讼”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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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由此可见，这一罪名主要是指，百姓本无诉讼之意，或更倾向于和解；而讼
师巧舌如簧，非劝得民众诉至官府，使得邻里不睦，打破社会稳定、安宁的状态。
这里的关键是，百姓“未有讼意”且“无好讼之心”，而讼师“诱”或“教唆”
之；换言之，如果没有讼师的挑唆，百姓是不会打这场官司的。

这一观点的佐证是，宋代开始，讼学逐渐繁盛，同一时间，民间“好讼”“健
讼”之风亦起。故官府自然而然地便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且认定好兴风浪的讼师
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4

2 颠倒是非
清代俞蛟文曰：“（讼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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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一点主要指责讼师为求胜诉，不惜歪曲事实，黑白不分，混淆曲直。主要

人充当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帮助的讼师。”；党江舟：《中国传统讼师文化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2003 年，第 22-23 页。
茅彭年，李必达等学者认为，讼师出现在唐代。参见 茅彭年，李必达：《中国律师制度研究》[M]，法律
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34 页。“唐朝已经有讼师出现，当时的讼师，就是受人聘请代写诉状，也就是
在法庭外帮助刑、民案件的当事人进行诉讼。唐朝统治者对讼师的活动作严格限制，并规定于法律。”相
关法律规定，参见 前注 6。
陈景良等学者认为，唐代已有讼师这种观点“似欠周详”。他认为：“就唐代史料而言，目前尚无见到‘讼
师’二字的出现，况且讼师的规模形成尚需经济、民俗、司法技术发展的条件，这只有在宋代才有可能。
故断定唐代已有讼师，似欠周详。”参见 陈景良：《讼师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意义——立足中
英两国 12-13 世纪的考察》[J]，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 3 期。

10 参见 【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日】滋贺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绪、夫马
进著，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0
页。“人们常常习惯用教唆词讼、包揽词讼、颠倒是非、惯用刀笔、架词越告、打点衙门、串通衙蠹、诱
陷乡愚、欺压良民、从中取利、恐吓诈财等用于来描述他们的行为。也就是说，讼师被视为教唆人们进
行毫无必要的诉讼、颠倒事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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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限于篇幅及作文时间，笔者
仅选取四个主要的“过”进行分析，即教唆词讼、颠倒是非、惯弄刀笔、恐吓诈财。

11 引自 霍存福：《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J]，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45 卷，
2005 年第 6 期。

12 引自 蔡久轩：《教唆与吏为市》，摘自《名公书判清明集》[C]之卷十二，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76 页。
13 引自 胡石壁：《责决配状》，摘自《名公书判清明集》[C]之卷十二，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476 页。
14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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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载《法学》

2007 年第 3 期。陈景良：《讼师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其意义——立足中英两国 12-13 世纪的考
察》[J]，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 3 期。

15 引自 俞蛟：《梦厂杂著》[M]，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0-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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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种表现形式，其危害依次递增：
第一，混淆视听。这类情况讼师多是以耍小聪明的手段，增加受怀疑的嫌疑

对象的人数，使得真凶难以被分辨出来。16。
第二，隐藏证据。这类情况讼师多将关键证据隐藏，甚至换上其他物品，误

导官府的调查方向，为其当事人脱罪。17

第三，诱作伪证。这类情况多涉伦常，讼师诱导其当事人诬陷无关第三人或
原告，将责任推给他人，以求获得减刑。18

第四，教唆杀人。这类情况多为丈夫捉奸杀妻或欲休妻而诬其通奸，由于“旧
律凡奸案男女同时并获者，本夫可以格杀勿论”19，故在奸夫未被抓住时，讼师
便怂恿其当事人随便杀一个路人来充数。

3 惯弄刀笔
刀笔，即以笔为刀。“（讼师）好为造意深刻、笔墨锐利之文字，以其混黑白

而淆是非，也遂名之曰‘刀笔’”20 ，往往“笔下妙文，虽一字、一笔，俨若刀
剑，在在足以左右其事，生杀其人”21，甚至“能不着点墨，生杀人命者，良可
畏也”22。

讼师的笔，堪比千军万马，其当事人或是对方当事人的生死，只在其笔尖轻

16 试举一例：“又有富家子好猎色，一夕为人所获，诈其财，富家子谓须取之家，捕之者不信，遂剪其辫
之半以为志。富家子归惧，诈之者有所挟要求不已，乃商之于袁（为讼师——笔者注），袁以为难，富家
子乃赂以多金。袁告之曰：‘明日西门外演剧，汝可挟剪往，于人丛中多剪数人之辫与汝同者。既剪后，
将剪及发弃远，复拥入人丛中，伪作摸索者，呼曰辫为人所剪，则人皆摸辫，被汝剪者必同。汝寻入某
家，不敢以汝无辫诈汝矣。’富家子如其言，果无事。”引自 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M]，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194-1195 页。

17 试举一例：“苏州有讼师曰陈社甫，其乡人王某富而懦，尝以金贷一孀，久不偿，遣人召孀至，薄责之，
孀愧愤，夜半缢于王门。时适大雷雨，故不闻声，比晓始觉，惧而谋诸陈，陈曰：‘是须酬五百金，乃可
为若谋。’王曰：‘诺。’陈曰：‘速为之易履。’王谨受教。陈振笔作状，顷刻千余言，中有警句云：‘八
尺门高，一女焉能独缢？三更雨甚，两足何以无泥？’官为所动，以移尸图害论，判王具棺了案。” 引
自 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M]，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191-1192 页。

18 试举一例：“某生者，与同村之富室某中表也，为之司会计。某夭亡，仅遗少妇而无子，族人意其必不
安于室，将乘隙图之。未几，妇果与生通，始犹朝至暮归，继则与同寝处。族人得确耗，约仆婢启关，
群哄入寝室，生与妇皆裸卧，不及遁，连卧具卷而缚之，送城。生妻闻之大恐，亟叩周讼师门而求救焉，
则曰：‘奸已双获，从何置辩？能从我计，尚可为也。’妻曰：‘生死惟命。’乃嘱其披发毁妆，唤健妇扶
而去之。其时漏三下，晚衙已闭，巡役见执奸者至，令姑置班馆，俟明日早衙呈报。于是安置生妻于密
室，而群坐外室以待旦。讼师偕生妻饮泣而来，役识，佥曰：‘先生何为暮夜至此？’讼师指生妻曰：‘是
予外妹，所执之男子，其夫也，妹误为杀奸，其夫已死，痛不欲生。予曰，执者为族人，焉敢杀？妹不
信，必欲一睹夫面，予故偕之来。’语次，以金授役，役笑曰：‘既为先生妹，请至密室观之，无恙也。’
健妇扶生妻入。未几天曙，传呼放衙，讼师亟唤之出，仍披发掩面，唤舆送归。无何，官升座，讼者入
告，命役将生与妇人帏而给衣，生出，诘之曰：‘儒者作奸犯科，可乎？’生曰：‘夫妻居室，人之大伦，
何为不可？’官曰：‘被执者为汝妻乎？’生曰：‘然。’官曰：‘乌得同宿某家？’生曰：‘戚某死，其妇
少寡，生欲别嫌，是以偕妇同往，不意为族人所误执也。’遂唤生妻出，众见非妇，气馁不敢辩，官杖族
人而释生。夫妇二人归，厚酬讼师。”引自 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M]，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193-1194 页。

19 引自 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M]，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192 页。“邻村某甲，乡农也，妻某氏
有外遇，甲亦听之。一日甲他出，所欢复来，值甲醉归，与之遇，忿甚，操刃将杀之，少年惊逸。甲怒
犹未已，遂杀其妻，醒而悔之，曰：‘我未获登徒子，杀妻无证，不将按律以偿命乎！’懊恨无及，求援
于杨（为讼师——笔者注）。杨曰：‘事已至此，可速归，今晚勿掩扉，擎孤灯于室中，操刃伺门后，苟
有人至，急杀之，李代桃僵，罪可逭也。’盖旧律凡奸案男女同时并获者，本夫可以格杀勿论。甲如所言，
返家静候之。其地风俗，凡人夜行困乏，途经庐舍，无论其居停是否相识，苟未阖户而有光，皆可入内
休息。二更向尽，果有人携灯冉冉而至，入室少憩，甲大喜，乘其坐尚未定，出不意，突自后戕之。天
未明，即叩门往告杨，邀共议事。杨甫至，急视尸，细审之，不禁大恸，盖所杀者为杨之子也。杨子久
客经商，与甲素不相识，值省亲归，遂为甲所误杀矣。杨仅此一子，哀号而绝。”

20 引自 襟霞阁主：《刀笔精华》[C]，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21 同上注，第 59 页。
22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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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一点。“刀笔”虽然也常伴有上述的颠倒是非，但它不必然不分是非曲直——
有时讼师只消着力刻画一些细节，或是有意忽略部分事实，即可达到其目的。如
一个马伤人的案子，讼师将原状的“马驰伤人”改为“驰马伤人”，凸显了马主
人的伤人故意，官府的态度也从原来的不予受理，变为了责令马主人赔偿医药费。
23

4 恐吓诈财
“播弄乡愚、恐吓诈财”24是讼师的又一宗罪。同现代律师类似，讼师的收

入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接手的案件数量。在古代中国“厌讼”的司法大背景下，部
分讼师为了创造更高的收入，而选择了遇事生风、讹诈钱财的手段。他们利用业
务关系，熟悉衙门的运作规律，因此，可以在天下太平、无案可接的时候，制造
一些事端来恐吓普通百姓，以谋求经济利益。25

相较于对法律几乎一窍不通的民众而言，讼师丰富的诉讼经验及技巧使得这
二者间进行的诉讼可谓毫无悬念。在这种情况下，讼师的威胁是非常有效的，基
本百发百中，且相对于普通诉讼而言，这样的恐吓敲诈几乎没有成本，久而久之，
即使在不愁案源的时候，部分讼师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手段来增加收入，形
成了一种不良的行业风气，也使得社会大众对于讼师的评价进一步降低；因为社
会评价没有改观，官府就更没有压力推动讼师行业的规范化、合法化，讼师便愈
发无所顾忌地以非法手段增加收入，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三 讼师之过？

以上是对历朝历代对于讼师的控诉的简单总结。然而，这些确实都是讼师之
过吗？以当时的正统的价值观来看凿凿无误，但如果从今天的视角出发呢？我们
是否还会得到一模一样的结论？

1 教唆词讼
先从这顶最大的帽子开始。
诚然，在我国的司法传统和文化背景下，“无讼”是最高社会理想；因此，

在这种文化传统的浸润下，百姓在遇到纠纷的时候，诉讼并不是其首选；相较于
法律而言，家法、族规等“活法”的实际功能要更强一些26。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宋朝开始，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在原
来的经济条件下不曾出现的物权、债权、婚姻、继承等多方面的问题。为了应对
这些“新兴”问题，宋代较之前的朝代在民事立法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以编敕、
编例的形式将大量的经济立法颁布于天下27。与此同时，传统的“重义轻利”的

23 参见 襟霞阁主：《刀笔精华》[C]，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9 页。
24 引自 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0 页。
25 试举一例：“一日，袁（为讼师——笔者注）往富家吊丧，欲诈其财，乃将礼帽之项绳不系于颈，面灵
礼拜，帽无绳，俯首而坠地，孝子窃笑。袁见之，怒曰：‘汝身居血丧，竟敢窃笑，其罪一；吾来吊丧，
汝笑，非敬客之道，其罪二。有此二罪，我必讼之，以正浇风。’富家惧其善讼，出数百金谢之。” 引自
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M]，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194 页。

26 参见 林端：《台湾的法律与社会》，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法治与法学何处去(上)》[C]，清华
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9 页。“《周易》的‘讼则终凶’，还有孔子的‘必也使无讼乎’的想法深入
民间，由无讼的理想到息讼的做法，最后甚至演变成‘反诉讼’。民间乡土社会是一个‘反诉讼’的社会，
因为一切以和为贵，即使是表面的和谐，也胜过公开实际存在的冲突，于是在家族、乡党、邻里等这些
面对面团体里，个人被紧紧地束缚着，而且得到官府的支持，法律政治一步步陷在这些团体里消融解决
掉，非至绝路，绝不告官兴讼。因为人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绝对的是非分明，而是社会关系的和
谐，兴讼会破坏关系，妥协才是维系关系的重要手段。”

27 参见 梁凤荣：《中国传统民法理念与规范》[M]，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3-144 页。“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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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官府到士大夫，争相言财言利”28。在这样的经济、
法律、文化条件下，民间“健讼”“好讼”之风兴起、讼学风靡，似乎也是顺理
成章之事。若一定要追究讼师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笔者认为，至多只是推
波助澜的辅助作用，因为宋代“数量繁多的法律规定不但使当事人茫然难知，就
连执法者也手足无措”29，这时百姓如果想要打官司，就一定要借助精于此道的
讼师的帮助。

因此，仅仅从宋朝民风“健讼”“好讼”和宋朝讼学风靡两个现象，并不就
能必然地推导出讼师教唆诉讼这一结论。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百姓不愿意选择诉讼，是受到传统观念
的影响，以邻里和睦为上，故相对于诉讼，更乐于接受调解、和解。在宋朝的时
代背景下，这个前提中有两点值得怀疑。

第一，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半径越来越
长，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事实上发生在陌生人之间30，而非以往的邻里矛盾，故
是否仍存在“以邻里和睦为上”这一考虑有待商榷。

第二，百姓未必不想通过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然而诉讼的程序复杂、
要求苛刻使得他们很难通过打官司来维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宁愿选择
和解。31如果此时，有讼师这样的职业人能为百姓提供相关的服务，使得诉讼这
一途径对于他们不再可望而不可即，那么百姓又何乐而不为呢？32在这样的前提
下，百姓选择寻求讼师的帮助，或是讼师向其提供帮助而百姓乐而接受，都是非
常自然的事，将之视作“教唆词讼”是否妥当？33

发展过程中，大量民事关系频繁出现，由此而来的是宋朝民事法律制度内容的相对丰富。……就民事法
律渊源来看，宋朝与前代相仿，仍为法律、礼教和民间习惯。在两宋主要法典《宋刑统》中，民事方面
的内容比之唐律增加了不少，如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是为唐律所没有的；在皇帝的诏令中，也屡屡涉及民
事问题。”

28 引自 梁凤荣：《中国传统民法理念与规范》[M]，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3 页。“宋代在中国
封建社会诸王朝中，是一个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宋代开始大量使用
纸币，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在比较大的市场内‘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并形成了一大批与官
府争夺商业利益的富商巨贾。官府则运用法律的手段，限制富商巨贾的经济实力，尽可能地占取商业利
润。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官府到士大夫，争相言财言利，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29 引自 党江舟：《中国传统讼师文化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第 42 页。
30 囿于手头资料所限，笔者未能进行完善的数据统计分析。因此，此项仅作为笔者的一项合理怀疑，非为
确定结论。

31 参见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8-409 页。“人民方面更
视公门为畏途，不愿涉讼。到了公堂，不论原被告都得长时间跪在县官面前。……此外，胥吏衙役都以
讼案为生财之道，一打官司就索取种种规费（陋规）。以清代为例，原告需交纳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
送稿纸笔费、出票费、铺堂费（即开庭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如果是命案，并有命案检验费。
差役带原被告列举也有规费。除规费外，胥吏差役还借端向原被告勒索敲诈，并受贿（如故意延迟审期，
删改招供）……在这种情况之下，平民自然力图避免讼事。”

32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称：“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
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又闻括(即沈括——笔者注)之松阳
有所谓业觜社者，亦专以辩捷给利口为能，如昔日张槐应，亦社中之铮铮者焉。”转引自 陈景良：《讼师
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其意义——立足中英两国 12-13 世纪的考察》[J]，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 3 期。
这条史料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学习诉讼的人数达数百人，说明民间对打官司的学问十分喜爱。教授学
习诉讼的对象不仅仅局限在成人，而且还扩及到儿童。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民间对于诉讼的态度已
经得到很大的改观。

33 对于民风“健讼”“好讼”还有一个思考始于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的写法》中的一个提示，“我们
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
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引自 葛兆
光：《中国思想史的写法》[M]，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 页）。葛先生的论述对于我们的启发在
于，通过讼师秘本、日用类书和公案小说等诸多载体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讼学知识，是不是也正在某种程
度上逐渐成为明清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中近乎“平均值”的知识内容之一？从这个角度切入，或许能够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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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颠倒是非
这一点似乎无可辩驳，混淆视听甚至教唆杀人是绝对没有可以令人接受的合

理理由的。但是讼师的这种行为是否全无一点积极意义？
从现有可查的文献中不乏讼师颠倒是非的案件，除了程度最恶劣的教唆杀人

多以其当事人错杀了讼师之子为结尾34，大多数的案件的结果仍是以讼师得“多
金”而告终35。

基于此，笔者作一个合理的推理：
在古代对于讼师持有一贯的打压态度的情形下，假如讼师未得善终，作者一

定不会放过这个证明讼师“咎由自取”的绝好例证；
因此，作者只写到讼师得多金作结尾，说明这很可能就是该案件的终结。
而势单力薄的书文作者都能调查得到的真相，代表公权力的官府却始终被蒙

在鼓里，这是否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官府在案件的调查、取证、侦破、审判等
过程中存在诸多漏洞，使得讼师能够连连得手。

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讼师的各种颠倒是非的手段，正是对于官府刑侦技术
的挑战，也是一种有效的鞭策，使得其能够不断进步。

当然，从这个角度为讼师的行为搜寻的一丝积极意义也仍旧比较牵强。即便
从现代的“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考虑，隐藏证物、教唆伪证也是绝对不可取的。
这一点诚为讼师之过。

3 惯弄刀笔
如上所述，“刀笔”的确可以理解为讼师们“字字从锻炼而得，欲生之，欲

死之，端在我之笔尖，诚足以横扫千军”36；但笔者以为，更应该理解为，讼师
们的文笔老辣犀利，恰如雕刻家的刻刀，刀刀精准，削去冗杂无用之语，唯余事
件的关键脉络；如此既提高了司法效率，也保证了不轻纵、不冤枉。

如一个关于舞刀嬉戏误伤同伴的案子，讼师改“用刀杀人”为“甩刀杀人”，
其当事人的刑罚便从可能判处死刑，变为了减等免死。在此案中，“甩”明显比
“用”更准确，能够反映当事人无心误杀的主观态度，更精确地描述了案件事实。
37

正如赵秋帆先生所言：“刀笔二字，非恶名词也。以直为直，大足以救人;
以曲为直，始足以杀人。是在人之心术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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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清朝的司法体系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变革，其中一条就是原告诉状的格式
必须严格符合国家法律的要求，才有可能被批准立案。而且为了提高效率，通常
的原则是，一件案子以告状和诉状至多只能各提一次，如果未被受理，案子就此
完结。39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其撰写的诉状很难符合如此的高标准。退一步说，

助我们就宋代之后社会的“健讼”问题获得一些新的理解。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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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载《法学》2007 年，第 3 期。

34 参见 前注 19。
然而这样的结尾事实上有很强的象征意味，是否真实，有待考证。

35 参见前注 16 “富家子乃赂以多金”；注 17 “酬五百金”；注 18 “厚酬讼师”。
36 引自 襟霞阁主：《刀笔精华》[C]，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6 页。
37 笔者根据记忆整理。
38 引自 襟霞阁主：《刀笔精华》[C]，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39 早在明朝崇祯（1628-1644）年间，余健吾《治谱》中就记载了自理状式：牵告多人（不准）、牵告妇女
（不准）、牵告乡绅（不准）、牵告久事（不准）、状中里甲姓名籍贯余廒经不对（不准）等几条，到了清
朝的时候，状式条款有所增加，有十条、十三条、十五条、十六条等规定。清朝不仅仅把这些条款加以
刊印，而且将印有在告状文书中必须书写的内容（有大约三百字左右的条目、原告被告证人等的姓名地
址、提出时间等）刊印发放到全国各地，原告告状的状式必须符合才能被批准立案。参见 【日】夫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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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能够符合格式上的要求，其行文用词也肯定不如经验丰富的讼师精准洗练，
在清朝讼牍繁多的办公压力下，普通百姓的诉状被批准的概率必然大大低于专业
讼师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讼师的“刀笔功夫”事实上是为普通百姓的维
权之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因此，对于讼师的刀笔功夫，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其所陈所述是否符合客
观事实。正如上文所引赵秋帆先生所言，若“以直为直，大足以救人”，将锋利
的刀笔功夫用在这样突出关键、切合事实的讼词中，何谈是讼师之过呢？

至于有人认为大多数讼师的讼词都有歪曲事实之嫌，笔者认为，“真相”本
就是永远不可得的，每个人心中的真相都不尽相同，讼师能做的不过是将其当事
人眼中的真相以尽量精炼准确的语言表达。当然，从其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
这种表达肯定是尽其所能地引导判决倾向其当事人，但从今天律师的职业道德来
看，这种做法并无不妥，只是需要法律为其划定边界。古代中国司法体制中无法
为“非官非吏”的讼师建立这样的规制体制，是一个遗憾，但因为缺乏这样的规
制而把出现问题后应承担的责任强推予律师，可能就显得强人所难了。40

4 恐吓诈财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一点必须明确：在第一部分笔者对“讼师”下定义的时

候即提到，“讼师”作为一项职业，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收取费用，且每次服
务的费用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因此，我们的讨论应有一个前提，即普通百姓在接
受讼师的服务之后，支付一定费用是非常正常的，就像普通买卖支付对价一样，
只是这个价格可能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服务偏高。

基于此，笔者对于这一项指控，有三点质疑。
首先，真正具有“恐吓”成分的案子，并不占多数。从笔者手头搜集的有限

资料来看，这样的案子至多仅占一至两成。毕竟对于大多数讼师而言，其生活水
平是相对优越的41，在这种条件下，有多少讼师会选择以恐吓的方式索取财物
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其次，如上文所述，由于中国古代的讼师属于地下职业，官府不可能出台相
关政策对其进行管制，当时也没有条件形成行业组织对其进行约束，因此，对于
讼师的收费没有一个具体标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一辈子可能就打一次官司，
他们无从了解讼师的收费是否符合市场行情。而从上文所述讼师优渥的生活条件
看来，讼师的服务费用较当时人们的普遍生活水平而言，是处在比较高的位置的。
由此看来，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民众混淆了收费高和诈财两回事，也有可
能是部分民众采用了夸张的说法来描述讼师的收费；再加上确实存在部分讼师恐
吓诈财的行为，一时间，讼师恐吓诈财的说法便成为了人们的一种“共识”。

再次，鉴于讼师丰厚的报酬和优越的生活，以及社会上普遍的对讼师持有的
否定态度，是否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人们怀着一种仇富心理，也并未了解讼师
提供服务的真正成本，便想当然地认为讼师的收费远远高于其理应支付的水平，
进而将其作为一种“诈财”行为批判之？

后面两种可能性都出于笔者的猜测。鉴于手边资料的限制，更囿于作文时间、
篇幅，笔者不能进行进一步的求证，因此不作为论断，仅仅是提出质疑方向。

《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日】滋贺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绪、夫马进著，王亚新、范愉、
陈少峰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5-396 页。
另可参见 修云福：《论清朝讼师对司法秩序的维护功能》[J]，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 年第 9 期 。

40 这就像人是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的。
41 一个原籍崇明而居住并活动在吴门的杨姓讼师，因业讼师而“致富，饱食暖衣，逸居无事者久，乃返里
作终老计”。参见 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M]，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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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古代官府、百姓给讼师的评价不可谓之中肯，其

中大部分有言过其实之嫌。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思考：中国古代对于思想、言论、
出版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能够留传至今的文本的真实性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
因此，这里笔者还要提出一个可能性：鉴于讼师的思想和行为对于封建专制集权
是一种莫大的威胁42，官府对讼师群体的态度必然是一禁到底，那么在舆论导向
上，官府也势必利用其垄断控制权进行刻意引导。每个行业总有一些害群之马，
无视职业道德，败坏行业名声，官府只消有意多留下以反面事例为主体的著作，
便可以引导民众“同仇敌忾”。这也是笔者对于今天能找到的典籍中，为何“好
讼师”的案例少之又少的原因的一种猜测。43

这一点有一个侧面的印证：自南宋以来，对讼师的职业收入，官府就以“骗
取”、“赃”、“贿赂”44等名之。这是否就是一种对民众的刻意引导，引导其认为
讼师的收入是过高的、不合法度的？

四 讼师有功

以上笔者为讼师被冠以的种种罪名做了小小的“平反”。那么相对而言，讼
师作为我国古代司法运作机制的参与者，是否对其有所贡献呢？

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讼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提高司法效率
“乾隆年间的湖南省，呈词多的州县每次超过千份，呈词少的州县每次也超

过数百份……据说道光年间任山东省邱县知县代理的张琦，仅一个月就收到诉讼
文书 2000 余份。”45这般数量的词状夜以继日地涌至官府，给官府带来的压力之
大可想而知。Melissa A. Macauley 的研究表明，有清一代，省、县级官员都要面
对解决数以千计的积案的沉重压力。46

如此重压下，清朝政府只能在诉状的源头上做文章，对诉状的格式、内容都
进行了严格的限制47。这种严苛的标准，是普通民众基本上无法达到的。虽然后

42 参见 党江舟：《中国传统讼师文化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第 25 页。
43 这一猜测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在春秋时期，讼师（或者说类似讼师的“辩护士”——笔者注）群体
在民间很受欢迎，社会上给予的评价较好；只是统治阶级基于自身的统治效率而给予有限度的打击。这
一点从当时人民争先恐后的学讼风潮中就可以知道。而且第一代讼师中的佼佼者邓析，被执政者郑驷颛
所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郑驷颛却仍使用其所制定的竹刑，由此可见竹刑在民众中的接受范围更广。”
参见 党江舟：《中国传统讼师文化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第 25 页。

44 “骗”是一个以虚假事实而获取人财的行为，用到讼师收费，未必合适。而“赃”、“贿赂”，却都是法
律概念。“赃”在古代，泛指不当的“货财之利”；“贿赂”指对特定身份人的不当给予。参见 霍存福：
《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J]，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45 卷，2005 年第 6
期。

45 引自 【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日】滋贺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绪、夫马
进著，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3
页。据夫马进的估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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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观点认为如此大量的诉讼多是由于讼师唆讼所致。笔者不认同这一观点。试想，如果是由于唆讼所致，
那么清府进一步严格诉状格式，使得超越了民众能够掌握的程度，不是恰恰为讼师提供了生计？这岂不
与禁讼师的态度相反？

46 参见 MACAULEY, Meliss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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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0. 转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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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载《法学》2007 年第 3 期。

47 参见 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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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设立了官代书，但是官代书多是略通文墨的人，能做的仅仅是将当事人的陈述
如实写下48，远不如讼师的文笔精准犀利49，这使得官代书的诉状被受理的几率
也普遍偏低。

在这种情况下，由讼师代写诉状事实上帮助提高了司法效率：民众获利自不
须言，诉状首次呈递便能得到受理，省却了来回反复的麻烦；对于官员而言，言
简意赅的诉状能够帮助其迅速把握案件要点，尽可能准确地做出判断，提高了审
判效率和准确度；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对司法及国
家的信心，及司法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和威信。

2 促进制度改革
讼师在助讼的过程中，最经常使用的手段莫过于利用官方的受理、审理制度

的缺陷而大肆找漏洞、钻空子。这也是让官府最为头疼的一件事。但是对于这一
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讼师的出现提醒了统治者法律漏洞的存在以及有这
么一种利用规则的可能，如果政府方面能够重视并进行有意识的改进，事实上能
够起到完善制度建设的功效。

在宋代，这一机制是的确可以运作的：“官府与士大夫也多从自身寻找诉讼
繁多的原因，故其在批评、指责讼师嗜利的同时，往往从制度上加以改进，这固
然不能全部归功于讼师，但其制度改进的方向确与讼师助讼所曲折反映的私有财
产利益呈暗合之势。”50另一方面，讼师也促使“司法传统由汉唐以来的人伦理
性向知识理性变迁：如刑事审判中“鞫谳分司制”(即审与判分离)；民事诉讼中
的给当事人“断由”或“定夺因依”(即判决理由)，允许民事当事人越诉等。“”
51

从国外的司法历史进程中，也可以看到这一机制的运作：在英国历史上，其
早期的律师和中国古代的讼师一样，也曾经因为唯利是图而受到社会的谴责，但
在 13 世纪后，英国通过立法及法官的指令规范了律师的职责、纪律与资格，又
通过四大律师学院的教育，优化律师队伍。优秀的律师不仅在社会上享有殊荣，
同时也是法官队伍的后备力量。“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不仅在具体的案件中，
帮助当事人寻求最合适的令状形式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他还作为一种
抗衡机制，参与诉讼活动，从而使法官寻求法、发现法、宣示法具有更大的权威
性，从而在社会上筑起一道调解社会矛盾、缓和冲突的巨大防线，在民众的心目
中筑起一块公正、权威的丰碑。”52

由此看来，在面对讼师的“挑刺”、“钻漏洞”这一问题上，我国历朝历代的
政府更多地采取了“堵”“禁”而非“疏”“引”的方式，错过了完善制度的机会，
实在是我国法制进程的一大遗憾。

48 参见 王有孚：《一得偶谈》初集，三九 b。“若夫安分良民，或为豪强欺压，或为仇盗扳累，大则身家几
陷，小则名节攸关，捶胸饮恨，抱屈莫伸，仅假手庸碌代书，具词呈诉，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
令阅者心烦，真情难达……”转引自【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日】滋贺秀三、
寺田浩明、岸本美绪、夫马进著，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
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5 页。

49 参见 《未信编·刑名上》，“准状”：“……然刀笔作家，颇能于简练中，装点埋伏，使看者遂信以为真。”
转引自 【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日】滋贺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绪、夫马
进著，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5
页。

50 引自 陈景良：《讼学、讼师与士大夫——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型及其意义》[J]，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
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

51 参见 陈景良：《讼师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其意义——立足中英两国 12-13 世纪的考察》[J]，
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 3 期。

52 引自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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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唤醒权利意识
由于讼师“嗜利”的特点，讼师的大部分关注点都集中在民事诉讼中对百姓

财产利益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讼师事实上起到了增强其当事人追求财产的个
体意识，契合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多少唤醒了长久沉睡的民众的权利意识。

另一方面，讼师的存在事实上挑战了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以及君主至高无
上的王权。在“法自君出”的立法、司法格局中，讼师作为一个可能破坏其统一
性的角色，因此被视为君主王权的一种威胁。但这不恰恰说明了，讼师本身的存
在，是对“天赐君权”的一声质疑，是对人民权利意识的一次呐喊？

五 讼律何别

在对讼师的功过进行一番梳理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的讼师与现代
的律师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巨大：他们一样嗜利，一样能言善辩、
笔锋犀利，一样被社会认为“无视道德”；但有一点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二者
的社会地位相去甚远。这是何故？

首先，从律师的概念出发。“若按照现代的法律制度，律师应包括三层含义：
（1）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2）取得官方承认的资格；（3）从事法律事务工作。”
53从二者的概念比较中，我们就能发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官方承认”。古代的
讼师虽称不上人人喊打，但毫无疑问，官方对于讼师的态度只有一个字，“禁”。
在中国这个由政府控制舆论导向的国家，官方的态度基本也就代表了民间的态
度。虽然百姓出于需要，有时会依赖讼师的帮助，但这并不能改变在其眼中将讼
师视为道德败坏的小人的事实。而现代律师由于得到了官方的承认，政府和行业
本身都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章、规范以指导、管束律师的职业行为，这对于律
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其次，价值观念变化，文化背景迥异。古代中国的整体社会秩序，是建立在
“仁、义、礼、智、信”的人伦道德基础上的，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
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地位远低于道德礼教。
古列维奇先生文曰：“中世纪的中国人对待法律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欧洲人。他们
对待法律的态度确实可以从本质上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认识事物的方式，法没有
被解释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人们也不试图用法律调整个人的行为。”54由于民众
对法的漠视，所以作为可以帮助其利用法律规则争取权利的讼师，自然也无法为
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所接收。但这一点在今时今日已大不一样，法制观念正日益深
入人心，日常生活中遇到纠纷和麻烦，使用法律武器也成为了人们的第一反应。
诚然，和解调解等手段因为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仍然为民众广泛使用，但其往
往也建立于利用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因为社会文化氛围及价值观的变化，人们
对于律师的评价也就随之变化了。

再次，诉讼体制的变革。古代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不存在控、辩、审三方

53 参见 党江舟：《中国传统讼师文化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第 10 页。
54 引自 【前苏联】A·古列维奇著，庞玉洁、李学智译：《中世纪文化范畴》[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6 页。“在这方面，中国相应地存在着特殊的法规，它控制着人们在一切生活事件中的行为。
‘信奉儒家学说的亚洲人宁愿接受的是由慈爱的恩惠和恭敬的服从构成的孝道关系的理想，而不是平
等’。根据中国人形成的概念，法律由于具有抽象性，它不能对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实际情况作出公正
的处理，因此它不能促进善行、而只会助长邪恶。……在中国，法律并不保障社会和政府行使其职能。
中国的思想家们认为，社会的福祉取决于人们的行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些统治国家的人们的行为。
因此，合法性、合法政府的原则在中国文明中就没有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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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讼师也就不存在抗辩的职能，甚至没有合法的主体地位，不能出现在公堂之
上。而随着诉讼体制的变化，律师这一职业不仅具有了合法性，甚至有时被正义
的光环所笼罩，因为他们敢于只身与公权力对抗，为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而辩护，
更为弱势群体挺身而出。且律师的成长空间也不断被拓宽，优秀的律师在多年从
业之后，还有机会成为法官，或是从政，这也对提高律师的社会地位起到了积极
作用。

最后，人们逐渐开始明白“道德”和“职业道德”之间的区隔。讼师时代，
普通百姓不问青红皂白，认为“刀笔”就代表歪曲事实，知情不报就意味着良心
泯灭；而在现代，人们逐渐开始接受，在对抗性的司法体制下，作为律师的职业
道德的要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应当以其客户的利益为重；同时，优秀律师出众
的刀笔功夫、舌吐莲花的无碍辩才以及敏锐的细节挖掘能力，也开始得到民众更
理性的评价。应该说，这种变化是司法体制变革和西方律师制度的共同影响和作
用的结果。

六 结论

讼师之于当今中国法律界而言，已经是一段历史，其功过是非亦已盖棺定论。
应该注意到的是，诚然，有的讼师为了谋取私利，不惜教唆词讼、颠倒黑白、惯
弄刀笔、恐吓诈财，使得历朝历代的司法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然而，作
为中国古代司法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讼师对于司法体系的建设、鞭策作用，也
是不容小觑的。在权利意识淡漠的时代，他们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是呐喊者，
更从一个可能不为时代接受的角度，提高了当时的司法效率。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赫尔德先生曾经这样说：“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
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55我
们关注文化传统抑或传统事物，最重要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其存在本身，就在于这
种传统曾经存在这一事实，因为其能够作为我们在分析当下时最好的对照。因此，
我们讨论古代中国的讼师，其意义即在于将其作为现代律师的参照物。相形之下，
我们欣喜地发现，在诉讼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律师能够承担更重要的辩护角色，
以及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当然与职业道德这一理念逐渐深日人心也有不可分割的
关系，但更核心的改变，在于社会、政府、行业对于律师的管制更为规范且行之
有效。

总而言之，对于讼师的评价，就像我们面对其他事物一样，应该客观冷静。
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及其自身条件的限制，讼师难以成为当代律师这样的职业角
色；然其对于司法体系的贡献也不应因此而被忽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
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希望以讼师为镜，能够帮助当代律师更准确地把握自己的
角色定位，明晰是非边界，为共和国法制事业的发展和推进，贡献自己的力量。

55 引自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8
页。“这种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手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
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着原始的规
律，没有进步。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
它就膨胀得愈大。”从讼师到律师的变化，恰恰正如黑格尔描述的这道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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