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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送法下乡的原因

为什么要送法下乡呢？这个说法在中国似乎十分普通而且常见
止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仿佛这种中国特有
分析，给出的答案也是宣传普法
辞。在笔者看来，可能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远比
析，笔者将先对这个问题本身进行一个基本的分析
究竟是法律法规，法律制度，
哪儿里去？上山下乡，田间地头

影片中向我们展示的送法下乡
地区“打官司难”而设立的一种派出司法机构
似乎是这种独特的审判法庭，
法庭，审判在村中的一块空地上进行
审判台,只有从村民家中借来的几张简陋破旧的桌子和几条板凳
上“审判员”等字样，没有法锤

公公正正的国徽。如此简陋的法庭
论是与英美庄严的法庭还是与我国城市中的法庭对照
的法庭”都显得与现代法治尚有距离
入到崇山峻岭的意义是什么呢
寨”的法庭吗？

可能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需要回到电影中来寻找
后有一幕，由于甲方在审判后的故意刁难
阵，把猪牵到乙家，这里老冯街上赶猪的慌乱身影在阿洛看来丢尽了司法人员的
脸面,而在电影里却换得了乙家人胜诉后的
法官的身段，去“掉面子”的赶猪
楚法律的判决只有被执行才有意义

第一部分

谈谈送法下乡的原因

王烨
这个说法在中国似乎十分普通而且常见，以至迄今为
仿佛这种中国特有说辞是天然合理的。偶尔有人有所

给出的答案也是宣传普法，或是司法深入群众，便利群众，为民服务等说
可能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远比上述这些答案复杂。为了更好的分

对这个问题本身进行一个基本的分析：第一，送的“法”是什么
，法庭审判亦或是司法实践，法治理念？第二

田间地头，亦或是所有贫穷偏远的地方？
影片中向我们展示的送法下乡,即“马背上的法庭”是为了解决我国中西部

而设立的一种派出司法机构。在这个情境中，送“法”
，电影在审理第一个“案件”时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

审判在村中的一块空地上进行，两个法官，一个书记员，没有庄严肃穆的
只有从村民家中借来的几张简陋破旧的桌子和几条板凳,桌前用几张纸贴

没有法锤“当啷”一响的震慑,只有冯法官通过不断提高
声量来让大家注意
保持法庭纪律
后来所审理的几个
案件中,甚至连之
前简单的“
都没有,干脆就在
自家门前就地解决
了纠纷。整个
中唯一能让我们直
观感受到这确实是
一场审判以及背后
的国家权利
三人身上那与乡土
社会格格不入的笔
挺制服，和那面一
直挂得不偏不斜

如此简陋的法庭，似乎已完全超出我们心中对法庭的定义
论是与英美庄严的法庭还是与我国城市中的法庭对照, 乡土社会中这种“

都显得与现代法治尚有距离，那一行三人不辞劳苦的把这种法庭审判送
入到崇山峻岭的意义是什么呢？难道这里的送“法”仅仅只是这看起来有些

还是需要回到电影中来寻找，在猪拱罐罐山案中
由于甲方在审判后的故意刁难，判决的执行遇到困难，老冯便亲自

街上赶猪的慌乱身影在阿洛看来丢尽了司法人员的
乙家人胜诉后的大声欢呼。之所以老冯在此愿意放下
的赶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律人

楚法律的判决只有被执行才有意义，这样的司法才能具有真正的权威，所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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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服务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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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定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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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冯便亲自上

街上赶猪的慌乱身影在阿洛看来丢尽了司法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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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刁难，亲自去牵猪就是他在鸡头村树立司法权威，解决纠纷的唯一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这些偏远的西南边陲农民来说，穿着制服的老冯就是法律
的权威，在后来的宰羊案里，阿洛的岳父在与他人理论的时候也说道:“冯法官
在这里,冯法官最讲道理了”就能看出，法官在这些淳朴的村民心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在他们的眼里，法官老冯就是法律的公正，就是权威。
影片中还有一个关于老冯和国徽的细节:上路之前,阿洛把一个锅盖扣在法庭的国
徽上面,冯法官立即把它拿了下来,栓到了马的另一侧。仿佛生怕国徽的威严因此
减损一般，冯法官像守护自己最心爱的宝贝一样爱护着国徽。在摩梭人的寨子里,
国徽连同马匹被盗走以后, 一向淡定的冯法官，瞬间就像丢魂一样，手足无措，
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不惜扑向危险的草海，也要赶紧把国徽捞上来。这对摩梭
人来说，一定很难理解，东西这既不是金做的，也不是银敲的，能有那么珍贵吗?
能让冯法官不惜下草海，拼命去取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冯法官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打了个比方:你们摩梭人不是烧香拜佛么?国徽之于法官就像是佛对于摩梭
人。电影里摩梭人的领悟能力还是很强的,一说到佛,他们马上明白了，和佛一样
重要的东西丢了，这样老冯一反常态的慌乱也就可以被理解了。淳朴善良的摩梭
人于是拆下了自家的大门，硬是在草海上用大门铺出了一座简陋的木桥，最后电
影中当众人把国徽从草海里捞出来时,用了一个“请”字,而对于摩梭人来说，也
只有佛才享有“请”这种尊荣。于是才有了晚上大家围着篝火跳舞的一幕，这一
刻的庆祝活动仿佛变成了一种摩梭传统的请神仪式,光亮的国徽被高高的供起,当
地人一边念佛经,一边虔诚的用手触摸国徽，如祈福一般虔诚恭敬。虽然此处有
点故意煽情的味道，但不得不说，这次对国徽的追寻正是在偏远的西南山村开展
的一场真正的普法教育。
“马背上的法庭”并非一直顺利，三人在鸡尾巴寨里就遭遇了一次“滑铁卢”。
担任村主任的姚葛依据村民公约杀掉了邻村跑过来吃庄稼的羊,引发了两村之间
的纠纷，姚葛正是阿洛新娘的的父亲，新郎的岳父，,这个纠纷被提交到了正在
参加阿洛婚礼的老冯面前。吃着姚葛的羊肉,老冯仍然毫不犹豫地裁决这是侵权
行为。着急的姚葛要求阿洛做出表态,在法律和私情之间犹豫许久,新郎阿洛还是
大声的说出了“不合法。”村民的文化水平，可能未必理解村民公约的不合法性，
但在新岳父的家中，连新郎阿洛都当面承认了其不合法，这足以引起他们对“宰
羊公约”的思考和怀疑，他们一定会对法律产生某些新的理解和认识，正如前文
所提及，这也是“马背法庭”深入到田间的法律教育推广过程。

通常意义上，在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一个理想的法官可以根据习惯的做法
以及有关的政策性规定或原则及多年的司法经验作出实践理性的判断，补充哪些
法律的空白。在电影里“猪拱罐罐山”的案件中，一家猪拱了另一家的“罐罐山”
(祖坟),阿洛认为这事没办法管,根本不符合立案条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支
持封建迷信为由，驳回诉讼请求。而经验丰富的老冯却深知这“罐罐山”对当地
人的特殊意义,这其中的法理就是民间禁忌的合法性，法律必须尊重民间禁忌。
因此即使国家制定法没有明文规定, 法官作为法律的阐释者和适用者,也应当在
法律的精神里面阅读到这一点。年复一年，“马背上的法庭”一次次从鸡头寨跋
涉到鸡脖子寨，鸡肚子寨，再到鸡尾巴寨，可以想像多年的司法实践过程中，一
定会有很多次法律没有涉及的真空领域出现，而正是老冯根据习惯和经验，在现
有的法律框架下，填补了这些法律的空白，瓦解了一次次冲突。这种司法实践本
身正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的立法过程。

通过上文基于电影展开的分析，送法下乡在本片中，“法”的范围并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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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运送的民事法庭。马背上运送的是以法官老冯和国徽为象征的国家权威，他
们三人的肩膀上同时肩负着社会生活立法的任务和普法教育的职责。正如开篇提
及的本片导演的评价“现代司法体制就像驮在马背上的国徽在颠簸中缓缓向前
行。”这里送“法”的范围应该延伸到法治的信仰，“马背上的法庭”本身就是我
国边陲地区蜿蜒前进的法治。正如朱苏力教授提到的：
“如果要讲“依法治国”,那么,马背法庭穿越的崇山峻岭,以及其他一些人迹稀
少的地区,也都是这个“国”的一部分,除了通过无线电波或文本,你必须把一定
数量的实践的法律延伸到这里,必须把一些法官和国徽送到这里,无论是通过公
路和汽车,还是暂时沿着崎岖的山路, 经由颠簸的马背,并且要同这里人们的日
常生活建构某种即使是有冲突的联系。中国的法治并不仅仅是京城东便门外即
将投入使用的死刑复核大楼,不仅仅是十届人大刚刚通过的《城乡规划法》;即
使同为基层司法甚或人民法庭,它也不只是长江、珠江甚或黄河三角洲上的基
层司法,它还包括了这个以及这些马背上的法庭,包括了在“这里没有不动产”
的青藏高原上跋涉的法官它们都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一部分,不仅共同构成
了当代中国的法治,而且共同规定了中国法治的未来,甚至中国法学的未来。”1

第二个问题解决的是：要送到哪儿里去呢？
影片中的宁蒗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宁静的背后是贫困和落后，在这

个21万人的县中，尚有19万人年品均收入不足650元，直到1950年1月，
宁蒗才和平解放。在此以前，金沙江边
的傈僳族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共耕制，
凉山彝族处于完整的奴隶制社会，坝区
和半山区的摩梭人、普米族、汉族等则
处于封建领主制。生产力水平低，社会
发育程度参差不齐，电影里妯娌之间，
因为一个二块五的菜坛子彼此翻脸，邻
里之间因为一家人的猪拱了另一家人的
罐罐山而险些造成两家人的械斗，家里
最值钱的小猪也不够清偿150元债务，
还有不认判决霸占着男方房子不走，哭
天抢地的当地妇女,这一出出看似滑稽的
闹剧。实质我们都能找到其产生及存在
的根源，那就是贫穷。贫穷让这些人们
原始、无知，而原始与无知让他们理所
当然地认为风俗、习惯、长老便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也许“无知”这个词有失偏
颇,因为这仅仅是像我们这种自认不是无知的人给生活方式(抑或说是生存方式)
和价值观异于我们的人扣上的一顶帽子。但可能他们从没有真正明白“法官”二
字的内涵，从没有真正思考“村民公约”的合理正确性，在他们眼里法官就是“穿
制服的公家人”，“村民公约”就是天生存在而合理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更不能
奢望他们能明白民主和自由、人权和法治。没有民主和人权,他们照样平静地生
活了几百年;没有法律认可的红本子,他们照样通过走婚这种形式延续爱情和繁衍；
没有代表国家侦查权力的公安机关介人，他们也照样惩罚了盗贼并且找回了失马
与国徽，这就是这些淳朴善良的乡土人定纷止争的方式,，这显然和我们平常所

1苏力：《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透视》，载《清华法学》2008
年第 3 期，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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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法律完全不同，我们不能上来就断定这种方式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法治观念
完全矛盾，我们也不能在此匆忙的对二者的高低和优劣下个结论，我们只能说现
实中乡土和现代的不同司法制度并行不悖，有所交集甚至产生了一些尚待解决的
冲突。

影片中的宁蒗县只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较典型的村落，祖国的辽阔疆域上
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而生长在这些无论是疆域的边界抑或法治边陲的人们，一
定也会遇到像影片中涉及到的类似问题。我们需要做得是透过一个小小宁蒗县而
看到其背后的乡土中国。

乡土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
土性的,而处于社会基层的就是那些农村人,即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乡下人住在乡
下,离不开泥土,农业是他们谋生的直接来源。乡下人聚村而居,流动性较小,由于土
地的限制,乡土社区的基本单位就是村落。诸种限制就形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地域
性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我们将之称为乡土社会。”2除了前文提到的贫穷和文化
水平低下，乡土社会是一个地域和文化都很封闭的社会,由于地域的限制,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较为固定,一家好几代人都粘在土地上,基本是生于斯, 长于斯,死于斯
的社会。这种不流动很大程度是因为土地无法流动,而农业是他们生活得主要来
源，也因为在此生活久了他们会对土地产生一种情感而不忍离开。另外这个团体
里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关系纽带就是血缘，血缘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不
容选择,同时也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化稳定性，这种文化表现在长老统治,男女有
别在乡土社会仍有很大的生存空间。最后，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厌讼”和“无
讼”情节。乡下人对于经官的事项是不看好的,邻里之间多用“情理”解决。乡
土社会也有契约,但这些约束多存在于一个内在机制,即使出现矛盾也不会用法来
解决,他们更乐于用自己的办法解决。而农村的长老便充当着这种解决机制中的
重要角色,他们代表着权威,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诉讼的堡垒。3

下面笔者将从理论层面和事实层面来分析当下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现状，我国
的法治是从立法开始便是从欧美先进法治国家移植而来，朱苏力教授把这种“强
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轨制经济和社会，加快和更多抑制经济发达地区的法律制度的
法制建设的模式称为“变法”。这样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设模式和共产党领导的民
主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恰恰相反，由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经济
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村民解决纠纷主要靠道德，习惯和风俗等伦理规
范，而法治的基础则是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和交流频繁的陌生人社会，故导致我国
的法制建设首先定位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属于法治的盲区。
如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制史专家滋和秀三说“中国传统文明是与现代法治最为遥远
的，甚至是与西方完全相反的。”所以从理论上我们在推行国家法治走向农村的
路途中便遇到了无数的难题。

笔者在企图寻找有关宁蒗县法治现状的社会报告未果后，找到一些其他资料，
似乎也可以用来说明我国诸如宁蒗县类的民族偏远地区法治现状。4文中作者提
到“在今天的塘党似乎已经找不到文献资料所记载的那种原始、悠远,既带有某

2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2005年,第1-3页。
3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文勇辉：水族习惯法及其变迁" ———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党寨为例，《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该文的作者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程瑜老师以及2011级民族学专业的李焯锋、罗旋、高洁、龚鸿铭、王
文博、辛羽翔六位本科生,曾在塘党寨做了1个月的田野调查工作。文章描述了水族习惯法的表现形式、维
护机制及其变迁。笔者将根据它来认识和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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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民主性也带有某种残酷性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了,5或者说,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已
经很难作为一种完整而自在的体系来规范和调整人们的生活了。但是,塘党水族
人并没有完全抛弃习惯法6,它依然是塘党水族社会的重要控制机制之一。”而且在
该地区“厌讼”的观念依然存在,“人们普遍不愿打官司,但很多日常的纠纷特别
是跨越家族的纠纷又需要有相当权威的机构来介入,村委会正好扮演了这一角
色。”村干部来自村民,这使老百姓觉得还是在自己熟悉的场域中解决问题。同时,
村委会接受乡政府的领导,又使它带上国家的某种权威色彩。

村委会的承上启下作用造就了一批解决农村纠纷的“民间权威”。如这份报
告中就提到有一个村干部,一直干了十多年,很多村民都说他有本事,会说话,“只要
他出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但同时也有人说他“办事不公道。”这位村干部
在处理纠纷时所用的一个手段就是以拒绝调解让村民直接去司法机关打官司相
威胁,而这是大多数村民都不愿面对的事情。在当地人的记忆里,似乎只发生过两
个打官司的案例。而作者在塘党调查初期,也曾问起村民“是否觉得法律有用”,
村民大多回答“当然很有用”。有的还说:“现在都已经是法治社会了,传统的那一
套早不时兴了。”对于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诸如有关婚姻、继承、刑事方
面的基本规定,塘党人大多并不陌生。当被问及当地解决纠纷的方式时,无论是普
通村民还是村干部都坚定地认为,他们是按照国家法律来办事的。并且在文章的
最后，作者给出了结论：“不愿打官司的塘党人实际上对国家法有非常高的认同。
传统的“青天”情结使他们把司法诉讼当成寻求公正的最后手段。”

这一份社会学的报告和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一样，并不能代表整个乡土社
会的全部法治现状，但仍可以从某个侧面反映出：当下乡土社会的法治建设并非
一片空白，但整体水平仍然十分低下。

解决了上文的两个基本的子问题，我们接下来讨论的就是“送法下乡”的真
正原因是什么？
根据michelfoucault的权利理论：对一种权力的考察，应当是在微观层面，在权
力运作的末梢，在一种权力与另一种权力交界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
了解权力是如何实现的。在片中马和国徽案发生的地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祖国
边陲,更是国家权力的边陲。根据福柯的理论，这里正是国家权力和地方权力相
互交界的地方，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末梢，这里也是我们研究国家权力运作的关键，
国家的马被偷了,背在马上的国徽同时失窃，想要找回马和国徽，不是仅靠老冯
的司法智慧就能够解决的,他们必须求助于寨子里的长老。长老的权威对窃贼产
生了威慑力,最后终于使马和国徽失而复得,而长老对谁偷走了马却保持缄默,并
拒绝了公安的介入。在这里代表着国家权力的法官妥协了,在这权力交界处，国
家的权力触角因为各种原因（自然地理原因，人文原因，社会原因）已经变的十
分孱弱，而一向孱弱的某个力量，如这里手持转经筒的阿妈就拥有了强大的力量，
在两个权力碰撞过程中，国家权力最终妥协，宗族法战胜了国家法。
对于送法下乡的原因，朱苏力教授曾经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分析：

1．由于种种自然的，人文的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使得“皇权不下县”、
“天高皇帝远”;另一方面,在“亲帮亲、邻帮邻”的乡土熟人社会中自发形成了

5.神判。据“寨老”之一的韦克!回忆,他曾经见过以下两种神判:解放后用的很少了，捞桐油。若怀疑某人是小偷,就烧一

锅油，待桐油烧开后 ,被怀疑的人将手放入油锅中,若没有被烫伤,就被认为不是小偷;若被烫伤,则被认为是小偷有些人家

在自己的东西被偷后,会找巫婆念咒,或到石头菩萨面前诅咒偷了他们东西的人,这对偷盗者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6水族的继承方式基本上是男子继承,女子没有继承权。父母也可将少量土地分给女儿 ,这些土地叫做“姑娘
田”,但女儿只对其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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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约束内部成员行为的规范系统,这些都证明表面上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实际
上在乡土社会中运行时是有限度的。中国现代的国家权力对至少是某些农村乡土
社会的控制仍然相当松弱。

2.送法下乡是为了保证和促使国家权力向农村有效渗透和控制。国家试
图借此在其有效权力的边缘地带，以司法方式来建立或者强化自己的权威。

3. 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司法下乡是本世纪以来建立中国现代民族
国家的基本战略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4.在我国构建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一个取向就是国家机构按照统一的、
体现主权者意志的法律进行治理,以一套理性建构的理想化标准来把民众的生活
统一‘拉入’到国家建设的整体进程中。这也是为什么要“法律下乡”。

针对“送法下乡”的原因，学界还有其他一些结论。董磊明等认为当下的
中国农村“结构混乱”7,已经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
中国”和“熟人社会”。因此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践场景和逻辑已发生变化,乡土
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大。这些变化使得“迎法下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迎法下乡”的理论中,乡土社会已不仅是“立法和执法对象”,农民也从
单纯的国家司法权力规训的客体转变成具有能动性的法律实践主体。也有人认为,
“迎法下乡”的结论是建立在农民相信法律权威,对法律有着较高信任度的基础
上。如果人们的“迎法”行动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公正地解决纠纷,
提供正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迎法”是有发展潜力的,具有一定的解
释力;但是,如果人们的“迎法”行为是基于私人关系网络之上,将法律当作一种权
势以及压制他人的工具,那么这种“迎法”也只是少数拥有特殊关系网络，在案
件的社会结构中处于优势位置的人所借助的工具而已,其普遍性和潜力就需要被
质疑。8

冯象在阐述农民的法律实践时运用了盖勒格尔(Mary E. Gallagher)所说的
“知情祛魅”(Informed Disenchantment)过程。所谓“知情祛魅”是指：法律参
与者在法律知识的获得、对法院和律师惯用策略的理解，以及自身运用法律的效
能感得到提高的同时,也对法律的不公正性以及法律制度弊端感到沮丧。在基层
法制建设尚不完善、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状况下,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
身就是一个逐渐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祛魅后的法律已经不再是
高高在上，不再是体现正义的神圣武器。而是脆弱，多变而难以捉摸的东西，农
民的法律意识呈现出多样性，矛盾性的特征，因此农民面对纠纷，动员或不动用
法律途径解决，实际上是出于一种理性选择。农民在处理纠纷时更可能根据自身
的知识，经验，技能和资源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途径。9目前对中国农村居民发
生纠纷的现状与类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农村纠纷一般存在三种解决途径既社会
网络，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并认为人们再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是既有行为习惯的
影响，也有理性的权衡。

前文在对乡土社会法治现状进行实证分析时，运用的报告中作者经过实证
考察给出的结论也说明了这点：不愿打官司的塘党人实际上对国家法有非常高的
认同，传统的“青天”情结使他们往往愿意把司法诉讼当成寻求公正的最后途径。
这些都是“迎法下乡“的有力佐证。

7董磊明等:《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8参见[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9冯象:《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正义》,[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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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本身就是百家争鸣的学科，对于同一现象
产生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罗列几点就足以概
括，因此对于“送法下乡”的原因应该是多层次和
多角度的。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只是：“送法下乡”
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这种过程潜移默化，悄无声息
地改变着乡土社会的面貌和结构。它同政权下乡、
政策下乡、行政下乡等一系列下乡行为一样,都是传
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中国家为了整合乡土社会
所做的努力。
影片的的最后，老冯的突然牺牲让故事戛然而止，
只是那山谷中打破寂静的马铃声在不断地提示我们, 
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实现卡多佐口中的“法律
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福利。”还很难。悲剧意义的结尾
除了说明边远地区法律工作人员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现状外,还向人们透露出一
些疑问：乡土性的风俗终会在历史车轮下倒塌,人们乡土性的痕迹也会在历史潮
流中冲刷,那么“马背上的法庭”之路是否会愈发艰难，那山谷里背负着国徽的
老马应该由谁来牵着继续走下去?这条路究竟应该如何走下去？这将是我们这一
代法律人所要面临和承担的任务。如何实现现代法律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的“无
缝对接”，如何制定适应乡土社会的“良法”，或者如何将乡土社会的“良俗“纳
入国家法中应该是需要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课堂讨论小结：

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大家都对送法下乡的原因发表了看法，并且提出了许多非
常有价值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有国家强制力制成的法庭不传唤被告呢？司法领域
一直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为什么会出现电影中这看起来十分业余的送法下乡呢？
制定法和习惯法的冲突应该如何解决？这种独特的司法实践最后的结局会是什
么呢？郑老师也向我们提出了朱苏力有关基层司法的研究是否应该只限于“乡土
社会”？这些理论还适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吗？这些问题部分将在后两位同
学的报告中作出回应，但很多仍待我们继续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