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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清代讼师的功过及现代律师的伦理危机

讼师与现代律师的差异无疑是全方位的，用现代律师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讼师的做法

是否合理值得考虑和商榷。1笔者仅立足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大框架，力求客观地讨论讼师的

生存环境、社会关系、历史作用，从而简要分析讼师的历史功过。同时由于清代历史资料比

较丰富，本文多集中在清代讼师。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时期内，虽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但却存在像讼师这样

颇具律师特征的角色形态。按照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考证，讼师在中国宋代即已存在。其实

讼师的出现可远推至春秋时期，那时期的士荣，被认为是中国辩护士的代表， 而典载“操

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可与

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的邓析即为春秋后期郑国的大夫。2

清代的讼师多出自有功名的生员，甚至是举人。在科举与选官密切结合的制度中，生员

与举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种种特权，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赋予他们一定的管理和协调权

力。他们可以倚仗身份结交官府，利用特权影响诉讼结果。3其中，不少从业者还是子承父

业。4如道光时山西平定州讼师郭嗣宗的父亲在家塾课子时，“并令读律例，又令作控词，兄

弟互控，其父批判， 贻谋本奇。” 其父死后，郭嗣宗多次为人作词状，他对“例案甚熟”，

对《洗冤录》尤有研究。乾隆时广西的讼师覃必俊是位老讼师，他的两个儿子覃昌贤、覃老

贵或者跟随他学习讼师业务，或者一起参与同一桩诉讼，或者独立写词状。5 当然，也有没

有功名在身的健讼之人。6 总之，讼师都是精通法律之人，而州县官大多不熟悉法律，二者

位于法律的两端，必然会形成对立关系。而也正是地方官法律的缺位，给了讼师更多的话语

权。7

一、 讼师产生的社会背景

由于中国古代并没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大都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司法、行政都集

于地方政府。清代沿袭前朝体制，地方官尤其是州县官以行政兼理司法，尽管其首要职责是

行政，但在司法方面，州县官不仅主持庭审和做出判决，还主持勘查和讯问以及缉捕罪犯。
8

清代数量极为庞大的讼案积压数年，给衙门带来很大冲击。麦考利( MelissaA.Macauley)
研究发现，在乾隆帝以及高层官员的督促下，至 1759 年为止福建省的新旧案件中有 18092
件得以结案，然而，尚有 4708 件等待处理的案件被推给下一年的官员负责。从县、府到省

1 方立新，许翰信，“纠葛，讼师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浙江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3 卷第 6 期，第 118
页。
2 方立新，许翰信，“纠葛，讼师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浙江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3 卷第 6 期，第 118
页。
3 张小也，“清代的地方官员与讼师——以《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为中心”，《史林》2006 年第三期，
第 50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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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姚成烈《奏为审明讼师覃必俊骗财病故事》乾隆四十六年十月
十四日。覃氏父子还是少数民族, 以上档案对其族别的记载不一, 或写为 ( ) 民, 或写为 民,《宫中档乾隆
朝奏折》记为民,见该书第 49 辑，498 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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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张小也，“清代的地方官员与讼师——以《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为中心”，《史林》2006 年第三期，
第 52 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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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页。
8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第 210 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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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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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衙门中悬而未结的大量案件困扰着清代中国的每一个省。在 1807 年湖南巡抚上报的仅省

级衙门未曾审结的案子就达 3228 件，两广总督及广东巡抚上报广东省未结案件则为 2107
件。就在同一年，江西上报除了省城南昌有 1600件案件未曾审结外，全省各地有不少于 10000
件案件未曾审结。9 如包世臣云：“而臣闻江浙各州县，均有积案千数，远者至十余年，近

者亦三五年，延宕不结，节经各上司饬属清理，尘牍如故。”10

为此，清代各地政府制定了简单的诉讼分流方式：严格限定当事人启动“细故”讼案，

对涉及伦理纲常、命盗重案等则基本来者不拒。这是因为对于该类案件，中央有一整套严密

的审转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定。此类案件司法官员若“告状不受理”，将依照《大清律例》

的有关规定受到惩处。由于对这些重案的审理事关官员的考成、升降与赏罚，为了向上级展

示自己的成绩，地方官员将有限的精力致力于审理这些案件。11

需说明的是，在清代，涉及户婚、田土、钱债的讼案被官府视为民间细故。大部分官员

认为，讼案的缘起乃在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必须对私人进行伦理道德教化，促使邻

里、家庭自相慈爱， 以“忍”为先，委曲求全，方可心底清静，相安无事，以免倾家荡产，

亲友失欢。如清人陆陇其听讼时，据说往往如此劝导双方当事人：“尔原被非亲即故，非故

即邻，平日皆情之至密者，今不过为户婚、田土、钱债细事， 一时拂意， 不能忍耐，致启

讼端。殊不知一讼之兴，未见曲直，而吏有纸张之费，役有饭食之需，证佐之亲友必须酬劳，

往往所需多于所争。且守候公门，费时失业，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乡党变为讼仇，薄

产化为乌有，切齿数世，悔之晚矣。”12 对讼案的上述认知模式在清代官员中颇具典型性，

这一息讼传统限制了私人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利益。13 一般情况下，家族成员之间的冲

突，首先投告家长、族长，由他们调停；家族以外的纠纷，通常由邻里、里老及地方绅士调

停解决。

“和为贵、讼则凶”的“厌讼”法律文化14，加上地方官员汲汲于功名利禄，衙门极尽

所能地严格限制当事人将“细故案件”递进官府，以缓解诉讼压力。同时，大部分清代官员

受理民事讼案，其目的也主要在于平息争执或维护社会秩序，并不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为追

求。15

所以当对那些对族众间的调解失去希望而坚持通过诉讼维护利益的“细故”纠纷当事人

来说，“依情直书”然后向官府递交状纸，十有八九会被驳回起诉或积压数年。因此，当事

人必须寻求其他诉讼技术，尤其是怎样在表面上合法的范围内，以事实上并不那么合法的方

式使案件得到及时受理。

清代为限制讼师冲击旧有的司法秩序，并防止其助讼活动离散淳朴民风“状式条例”中

具体规定了诉讼必须由具有官代书资格的人书写，即“官代书”，状纸未经官代书而写的状

纸官府不但不予受理甚至可能因此受到惩罚。即便有了官方的代写文书的合法人员，但百姓

还是铤而走险。大抵也是由于官府对“细故案件”的限制，而“官代书”“词质而不文，不

能耸观，多置勿理”。16 正如樊增祥的一份判词所说：“欠钱不还，彼此争殴，事所常有。

9 See MelissaA. Macauley,“Civil and Uncivil Disputes in Southeast Coastal China, 1723-1820.” in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Kathryn Bernhardt, Philip C. C. Huang,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4, p.
87；转引自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8 页。
10 包世臣，《齐民四术》卷第七下《刑一下·为胡墨庄给事条陈积案弊源折子》，潘竟翰点校，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246 页；转引自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8 页。
11 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40 页。
12 吴炽昌，《续客窗闲话》卷三，载周红兴主编：《中国历代法制作品选读》(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3 页；转引自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7 页。
13 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7 页。
14 方立新，许翰信，“纠葛，讼师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浙江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3 卷第 6 期，第 119
页。
15 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7 页。
16 胡瓷红，“中国古代讼师正名论——以明清时期为例”，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 年第 15 卷第 1 期，第



4

至称尔伙被殴，失没钱帖十一串，则是代书故套，所谓八戒上城，倒打一耙是也。”17涉讼

之人自然不愿意自己的状词给承审官员留下这样的印象，于是讼师的一支笔就有了大显身手

的机会。由此看来，对于讼案的严重积压，官府自身和讼师到底谁为主要原因，还是未可知

的。

同时，讼师并不仅仅是向当事人提供如何撰写状纸以使词讼得到受理，还包括如何熟悉

诉讼程序、如何与衙役打交道、如何提出上诉或在必要时越诉以至京控等提供法律服务。

所以，即便各级地方衙门都有很多禁讼的规定，讼师却屡禁不止。清代讼师甚至在被严

厉惩治的时候还组成了类似同业行会那样的组织，如道光十四年湖南省会同县城东街的苍颉

庙就是作为“包揽词讼往来聚会之所”而存在的。18

二、 讼师的功过

对于官员来说，百姓的最佳状态是能够被分而治之，所以讼师领头控差等行为是非分之

举。19许多官员认为讼案数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于讼师教唆词讼、兴风作浪。20

首先，在讼师“架词构讼”的操作下，有更多潜在的案源被他们挖掘出来。比如，曾任

官于四川的刘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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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其次，为中饱私囊，讼师在当事人之间从中作梗，使诸多词讼未能及时审结。如董沛认

为：“民间每因些小微嫌动辄讦告。推原其故，皆由奸恶棍徒从中播弄。盖愚民忿起一时，

情非甚迫，其势尚在得己。一遇讼棍，视为奇货。鼓舌摇唇，多方煽惑。遂至良懦小民中心

无主，或离间骨肉，致操同室之戈；或怂恿宗亲，引起萧墙之祸；或造伪契而侵人产；或藉

命案而累无辜；或通窃盗以扳供；或结胥差以敛贿；或借端生事，半出铺张；或捉影捕风，

全无踪迹。种种变化不胜缕言，徒使愚民荡产破家，废时失业。该棍徒私囊已饱，为害殊深。”
22

最后，由于缺乏判定的审判程序允许无限上诉，讼师正是因为了解这些弊端而有恃无恐，

造成了“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的局面。23道光年间任陕西凤翔知府的邱煌指出，健讼之

人往往是“虽自知其曲而不惮于讼”。因为在州县败诉可以到府一级，府里败诉可以到司道

一级，在司道败诉可以到督抚一级，督抚这里败诉也还可以到京师去京控。而案子一旦诉到

京师，则“情伪歧出，失其本真，虽有皋陶不能穷诘。”而且督抚“总核一省之讼”，没有时

85 页。需要补充的是，“官代书”写的诉状之所以如此，也并非是由于其水平不如讼师。“官代书”是通过
考试得到官方认可的，其代书的呈状需有代书姓名，官府方许收受。“官代书”虽有其合法地位，但代数的
呈状受到很大限制，必须“实迹真情”，否则不能如讼师般轻易躲过律法的惩处以至为所欲为。另一方面，
如果是一个平庸的代书，他不得不假手讼师；如果代书本人也能写词状，其“惯弄刀笔”的后果与讼师是
一样的。乾隆十二年，因讼师代书串通作弊，一应呈状，虽登代书之名，实出讼师之手，狼狈为奸，势所
难免。此引于林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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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页。
17 《樊山批判》卷 13，批史合义呈词；转引自张小也，“清代的地方官员与讼师——以《樊山批判》与《樊
山政书》为中心”，《史林》2006 年第三期，第 51 页。
18《光绪会同县志》卷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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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页。
19 张小也，“清代的地方官员与讼师——以《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为中心”，《史林》2006 年第三期，
第 55 页。
20 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7 页。
21 刘衡，《庸吏庸言》卷上《理讼十条》，清同治七年楚北祟文书局刊本；转引自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
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7 页。
22 董沛，《吴平赘言》卷五《严禁讼棍示》，光绪七年刊本；转引自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
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7 页。
23 张小也，“清代的地方官员与讼师——以《樊山批判》与《樊山政书》为中心”，《史林》2006 年第三期，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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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了解每一件案子的具体情节，京师的三法司“总核天下之讼”，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何

况诉讼经年累月，“其隐情必深，其机谋必幻，其株连必众，其事绪必纷，其布置早定。”即

便是“调一卷提一人”，近者也需数日，远者则需数十日。“诛一胥纠一吏”，少则累及数名

官员，多则累及数十名。因此，即便承审官员能够“洞烛奸邪”，也“实有不易平反之势”。

即便最后能够得到平反，而“谨愿者已不胜困惫矣”。在这种情况下，健讼之人“益肆行无

忌，吓诈良民。在一邑则一邑畏之，在一郡则一郡畏之。”24

所以，在不少官员看来，讼师与积案之间有直接联系：“因思积案所以不结者，讼棍之

把持，串唆为之也”25。这是因为，“各属民情好讼，往往衅起细微。平空架捏，一经准理，

动辄数年。其始或不尽由两造之意，而多出于讼师之主唆播弄。两造即欲中止，而讼棍复阴

持之，使不敢退。浸至破家亡身，而被累者犹奉讼师之言为圭臬，至死不悟，深堪痛恨”。26

一定程度上，讼师参与诉讼活动直接催生了更多被呈交到衙门的案件，无疑给衙门带来极大

的冲击及压力。

而清代对于案件审理期限有着严格的限制。州县自理词讼要求在二十日内审结，人命案

应在三月内，强盗、抢劫、徒罪案件要在二十日内初审完毕，否则要受到降职、罚俸、革职

的处分。但是，讼师的行为扰乱了官员希望的正常秩序，使州县官员面对大量的诉讼。这些

诉讼的真实性无法立即确定，很多是一再告诉的案件，甚至有的纠纷在官员看来实在不值一

提。27其次，清代规定官员失察讼师要受到罚俸一年的处分，明知不报，则降一级调用。28

从官员的立场，讼师正是导致这一切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切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

实：讼师在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存在。而且它身上相当程度地折射出中国

司法传统的古典形态。29正如夫马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地方官对讼师视同蛇蝎般地厌恶、

以及国家一贯视讼师为非法的态度，与讼师在民众的社会生活和诉讼制度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讼师总是在吸普通人的血，那么即使是地方官不起来加以禁止民众

自然会与其疏远，然而事实上一向并未出现这种情况这只能说明讼师还具有与地方官表面上

的非难完全不同的存在意义。”30

讼师以其知识、智慧、经验，或脱无辜者于无罪，或代人伸冤排屈，为当事人争得应得

利益，故涉事者皆寻之，至于其为有罪者设置苦肉计，甚或贿买顶凶，而使其逃脱法网，也

带来了不公不正。如此，则讼师良莠各为半。31

三、 律师执业伦理的思考

20世纪 70年代以后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和变革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移植和借鉴国外

律师制度的过程。而欧美国家的律师几百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个高度职

业化的行业。中国自 1979 年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将律师的定位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

会法律工作者”，发生了从“公”到“私”的转变。之后，又由“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

24 邱煌，《府判录存》，路德序，清道光间刻本；转引自张小也，“清代的地方官员与讼师——以《樊山批
判》与《樊山政书》为中心”，《史林》2006 年第三期，第 53 页。
25 李方赤，《视己成事斋官书》卷十一《访 讼棍衙蠹示》，道光二十八年刻本；转引自邓建鹏，“清代讼师
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7 页。
26 李方赤，《视己成事斋官书》卷八《严 讼棍示》，道光二十八年刻本；转引自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
规制”，《法商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7 页。
27 潘宇，“清代州县审判中对讼师的禁制及原因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 年第 2 期，第 99 页。
28 潘宇，“清代州县审判中对讼师的禁制及原因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 年第 2 期，第 99 页。
29 方立新，许翰信，“纠葛，讼师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浙江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3 卷第 6 期，第 119
页。
30 参见《皇朝新政文编》卷六，光绪壬寅；转引自方立新，许翰信，“纠葛，讼师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浙江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3 卷第 6 期，第 119 页。
31 霍存福，“从业者、素养、才能：职业与专业视野下的清代讼师”，辽宁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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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变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者”，强调了与当事人的委托关系。32然而，律

师并没有因获得合法地位，而较之讼师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依然存在严重的职业伦理危机。

首先，律师执业的过度商业化。有学人曾做过一项关于律师业状况的研究，在针对一次

全国律师论坛参会律师的调查中，有将近 80%的律师认为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本身就是营利

机构，认为律师是正义的卫道士的仅占 11%，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中国律师认为律师职业

仅仅是一个赚钱的行当。33 其实，律师普遍的观点是“商业主义”的经济自由与无道德责

任感。34 正如 Richard Wasserstrom 在《Lawyers as Professionals: Some Moral Issues》一文中

提到的，律师所处的执业环境，是道德真空的（amoral）35。又正如田文昌律师所说，“律师

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

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简言之，律师就是以依法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方式去实现维护正义

的目标。”36这才是律师职业的正义所在。

其次，律师追求的是程序正义而非实体正义。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没有尊重程序正义的

传统，而更多地是对实体正义的孜孜以求。特别是在传统的审判中，由于行政兼理司法，所

以也加重了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忽视了程序正义对于司法审判以及当事人的重要性。为了破

案的目的，中国古代审判较多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而不会过多考虑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与其

他人权。特别是刑事被告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下，不可能有程序权利与保障。在这样的

背景下，律师职业及其彰显的权利保护与权力制衡自然也是不可能的。古代中国的讼师所遭

遇的负面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程序正义缺失这样的情况。37 特别是社会的一般大众，

更多地还是持有朴素的实体正义观和非黑即白的判断标准，即只关注案件的结果是否正义，

而很少注意过程是否合法；对犯罪嫌疑人往往是全面否定，而很少注意到也要保护其合法权

益。使得律师的执业行为，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的行为，不被理解，甚至备受谴责。

可见，律师行业的伦理危机，既来源于其内部，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不得不说的

是，虽然现代的律师和讼师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历来对讼师“讼棍”的印象，还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对律师的认知。人们习惯于表面上将西方的律师与中国的讼师、讼棍相比，而讼师、

讼棍一向被视作社会渣滓，是有罪之人，因此对律师的认同也就很难。

当然，我们不能将现代律师伦理的困境一味地推到讼师身上，而应立足于现代的经济社

会环境，解决现存的问题。对于讼师，应正确认识，既然用现代律师的角度妄加评论是有不

妥，就应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需求。正如黑格尔曾对文化传统做过精辟的阐述：我们

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而是本质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确切地说，乃是一种工作成果。我们必须感谢过去的传统，

这种传统有如赫尔德所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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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索站超，“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为什么成为问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第 154-156
页。
33 李学尧，“法律职业主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284-286；转引自索站超，“中国律师职
业伦理为什么成为问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第 157 页。
34 李学尧，“法律职业主义”，《法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14 页。
35 WASSERSTROM Richard,“Lawyers as Professionals: Some Moral Issues”, P1 (HeinOnline -- 5 Hum. Rts. 1
1975-1976), available at
http://heinonline.org/HOL/Page?handle=hein.journals/huri5&div=7&g_sent=1&collection=journals#9.
36 索站超，“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为什么成为问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第 160-161
页。
37索站超，“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为什么成为问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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