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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讼师的功过 

——为中国古代讼师正名 

中欧法学院 2012 级经济法学      黄宇聪     1201310732 

【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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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颇具律师属性的角色形态。自古及今，讼师都是以“恶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认识里。

本文从律师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出发，得出讼师的存在是历史必然的结果，力求探究历史

上讼师存在的真实。以明清时期的史料为主，考察了讼师存在社会性质，多方面解读讼师对

社会的功与过，分析讼师存在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讼师  封建专制  司法制度   讼师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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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师，是中国古代受聘为人写诉状，在庭外帮助人进行诉讼的法律职业者，往往善于辩

论，精于词讼，故又被称为“刀笔吏”或“辩护士”。“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讼师素来受人轻

贱，他们的形象……是贪婪、冷酷、狡黠、奸诈的， 善于拨弄是非，颠倒黑白，捏词辨饰，

渔人之利。”
1
他们在封建统治者“无讼”的治国理念下艰难的生存着，被当做“讼棍”，受

历代法律严厉打击，但为何讼师又以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地发展？讼师的存在于我国封建

社会的有何社会价值抑或阻碍？ 

 

一、讼师现象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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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的邓析即为春秋后期郑国的大夫。讼师不是历史偶然的

产物，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必然的出现。 

（一）讼师出现的经济原因 

春秋时期，经历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变革后，各级宗主贵族为代表的宗族土地所

有制开始瓦解，旧秩序的社会基础根本动摇，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形成，人们之间关于土地的

经济利益冲突日益严重，使讼师的出现成为可能。唐宋时期，封建经济关系蓬勃发展，商品

经济日渐繁荣，民事交往日益增多，促使讼师作为职业的发展。总之，“讼师”作为法文化

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人们利益冲突的要求。
3
 

（二）讼师出现的政治原因 

讼师作为封建司法制度中的一员，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民主进步的政治产物。春秋时期

是新旧价值观激烈碰撞的时代，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中整个社会秩序发生了剧烈的变

化，专制集权削弱，民主因素加强。唐宋时期，政局稳定，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

在一定程度使讼师合同合法化，如《唐律疏议·斗讼》中“诸为人作辞牒”的规定，北宋朝

廷颁发诏令“其代写状人不得增加词理，仍于状后著名，违者勘罪”
4
，“如是令代笔人为

状即不得增添情理，另入言词。”
5
宋朝以后，全国设置“写状钞书铺户”，由讼师代写诉状，

官方在通过这些“约束”来调整与讼师关系的同时，为讼师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 

                                                        
1 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第275-276页。 
2《吕氏春秋·离谓》。 
3 党江舟：《中国讼师文化——古代律师现象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 月，第 13 页。 
4《宋会要辑稿》，转引自党江舟，《中国讼师文化——古代律师现象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 月，

第 52 页。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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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讼师出现的思想基础 

春秋时期，思想空前解放，虽然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儒家“无讼”思想为基础，但在百

家争鸣的气氛中，辩学辩士的崛起成为讼师出现的思想土壤。
6
至唐宋时期，人们对所有权、

契约的观念不断深化，民主意识进一步加强，事功学派思想和义利之学应运而生，“好讼”

之风蔓延。 

（四）讼师出现的法律基础 

    春秋时期，郑人子产“铸刑鼎”标志着成文法的公布，法律开始被百姓所知，而讼师的

主要业务是关乎讼事，其策划讼事和谋作诉状或教人讼学均须以法律为依据，因此成文法的

公布成为讼师出现的直接原因。
7
至唐宋时期完备的成文法、严格的诉讼程式、完备的法律

制度对一般当事人来说是难以尽悉的，司法活动的专业化必然要求与之配套的职业。审判中

“书面主义”使诉状的谋写及策划显得十分重要，让诵读诗书又富有经验的讼师来代作讼词

无疑是明智而又十分必要的选择。
8
 

 

二、讼师的功过分析 

讼师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统治者严禁讼师活动的背景下，讼师

艰难地存续，许多论著给我们塑造了中国社会这一独特阶层的形象。在历史上，讼师曾经时

常被叫做讼棍，古代文学作品习惯用教唆词讼、包揽词讼、颠倒是非、惯弄刀笔、打点衙门、

串通衙门、欺压乡民、恐吓诈财等用词来描述他们的行为。但是，这些迎合统治者的说辞并

不能全面评价讼师作为社会的法律职业者在古代社会的功过是非。 

（一）为讼师“正名” 

后人对讼师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各朝各代的文学作品及法典规定，《吕氏春秋·离谓》对

郑人子产的描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

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欢哗。”
9
唐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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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宋人陈淳《上傅寺丞论民俗书》记: “凡有词讼者皆

于影下教唆，或小事妆为大事，或无伤损妆为几丧性命，或一词实而妆九虚以夹之，或一事

                                                        
6 党江舟：《中国讼师文化——古代律师现象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 月，第 15 页。 
7 党江舟：前揭书，第 17 页。 
8 徐文峰，周鑫，苏婷，张媛惠：《古代讼师规制对当代律师制度改革的启示》，载《求实 ·法律研究》，

2012 年 1 月。 
9 《吕氏春秋·离谓》。 
10《唐律疏议·斗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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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而妆九不切以文之。
11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诉奁田》更有如下描述：“依恃富豪，

专务健讼”，“形势之家，专以贪图人户田业致富。所以敢于违法者，持其富强，可以欺凌

小民，敢经官论诉。便使经官得理，亦必健讼饰词。以其多资买诱官吏，曲行改断”。
12

卷十二《讼师官鬼》：“垄断小人，嚣讼成风。始则以钱借官吏，为把持公事之计；及所求

不满，则又越经上司，为劫制立威之谋。何等讼师官鬼乃敢如此。”
13
到了清朝，讼师的形

象是“奸回巧诈，逞其伎俩，以挠国家之法，使是非、曲直无从辩”
14
，更有甚者将国民的

愚和贫赖于讼师：“中国之民，愚而多贫，愚则不知粉饰，贫则不堪久讼。苟无讼师，真情

易得，事可立解。惟有讼师拨弄其间。教唆焉，而愚者不愚矣；拖累焉，而贫者益贫矣。且

两造不必皆有讼师，智者受讼师之指使，侃侃而谈；而愚者转嗫嚅而不吐；富者赖讼师之包

庇，头头是道；而贫者愈抑郁而不伸。其弊之所极能淆乱黑白，颠倒是非，使承审之官误刑

枉断。而愚且贫者，负屈含冤，遂终于莫白矣。”
15
 

                                                       

大多数文学作品完全抹杀讼师的社会价值，给后人以负面的印象，但这些作品基本是官

方作品或只片面概括讼师的行为，并非历史上所有讼师的真实写照。至少在脱离官箴本后，

我们会发现讼师的另一种存在，尤其是历代讼师秘本中的记述。 

《刑台秦镜》的“格言”中讼师言词公正的诉讼观：“讼之一字，从言从公。谓言非

至公，切不可以致讼也。故致讼之道有三要，情理法而已。度情我必真，度理我不亏，度

法我无犯。三者缺一，不能全其必胜矣。”
16
《刑台秦镜》之“十法须知”对“词讼”即诉

讼二字进行解释，谓人有周法为非，关名犯义之事，必先投明尊长及里者保约，公议彼此

曲直。若不首肯输诚，尤然悖乱者，方可鸣公理论。故词字从言从司。讼字从言从公。谓

有司之言至公，方能绳人以法，弗致横逆之徒而变乱是非也。
17
第二法“诉状二字释义说”

中， 末尾解释被告发时的答辩书的字义，其主张如下:“谓彼既以我之非，讼于有司〔即

府县官是也)。必秉公面质。岂宜虚担情词，妄造事理。因指其言，斥彼之非，而辫晰之。

故诉字从言从斤。状字从片从一大者，谓状诉之中，有一片大理在也。第作诉状之法，攻

彼砰笔之短，写此节目之长，言言入理，字字昭详，使人望之俨然，可期豁释”。
18
可见讼

 
11《龙溪县志：卷之十·风俗》，康熙朝刻本。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诉奁田》，中华书局出

版社，1987 年，第 184 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前揭书，第 387 页。 
14 俞蛟：《梦厂杂著：卷三·讼师果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76 页。 
15 杨凤藻编：《皇朝经济文新编续集：卷四·法律》；顾家相，《中国严禁讼师外国重用讼师名实异同辨》，

商绛雪垒书局光绪二十八年印行。 
16《刑台秦镜：卷下·格言》。 
17《刑台秦镜：卷上·十法须知》，“词讼二字释义说(一法)”。 
18《刑台秦镜：卷上·十法须知》，“诉状二字释义说(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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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秘本中对讼师诉讼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主张情理法三者兼备，这也形成了讼师的职业

伦理。 

《萧曹致君术》的“兴讼人门要诀”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凡作状词之人，甚不可苟

图一时润笔之资，飘空架砌，坑陷生灵，致两家荡产倾家，大小惊惶不宁。眼前虽得钱渡活，

而自己方寸有亏，阴涉损坏。”
19
此处告诫讼师为讼时不要帮助诬告，不要教唆无意义的诉

讼而使当事人倾家荡产，不要为了一时赚钱而失德积恶。《霹雳手笔》卷首即刊印以下警语:

“凡作状词之人，甚不可苟图一时润笔之资……坑陷生灵，致两家荡产倾家！大小惊惶不宁。

眼前虽得钱度活，而自己方寸有亏，阴陇损坏。”
20
 

日本学者夫马进通过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尤其是讼师秘本的研究 ，认为“讼师教唆

词讼，例禁茶严，恶其播弄乡愚！恐吓良善也。若夫安分良民，或为豪强欺压，或为仇盗扳

累，大则身家几陷，小则名节伙关, 捶胸饮恨，抱屈莫伸，仅假手于庸碌代书，具词呈诉，

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令阅者心烦，真情难达，于此而得一智能之士，为之代作词状，

摘伏发奸，惊心动魄，教令对薄当堂理直气壮，要言不繁，卒致宽者得白，奸者坐诬，大快

人心。是不惟无害于人，实有功于世。”
21
 

《清稗类钞》记载着这样一个善良的讼师，“刀笔可为，但须有三不管耳。一，无理不

管。理者，讼之元气，理不胜而讼终吉者未之前闻；二，命案不管。命案之理由，多隐秘繁，

恒在常情推测之外，死者果冤，理无不报，死者不屈，而我使生者抵偿，此结怨之道也；三，

积年健讼者为讼油子，讼油子不管。彼既久称健讼,不得直而乞援於我，其无理可知，我贪

得而助无理,是自取败也。”
22
 

以上只是部分讼师秘本的内容，秘本中还记录了许多讼师助讼的案例，以及通过案例形

式对法律的解释和运用。可见，讼师并非只是官方描述的教唆词讼、颠倒是非、恐吓诈财。

梁治平先生从《清稗类钞》了一则资料，很能说明问题：“雍正时，松江有吴墨谦者，通晓

律例，人请其作呈牍，必先叩实情。理曲，即为和解之；若理直，虽上官不能抑也。接下来

还具体记述了这位吴墨谦如何凭借经验和机敏辨析伪造的契据和典票，使无辜者免受了非法

的侵害。”像这种既能坚守职业道德的防线，又通晓律例、诉讼经验丰富的讼，如果介入诉

                                                        
19《萧曹致君术：首卷·兴讼人门要诀》。 
20《新镌订补释注霹雳手笔》(明刊本) , 卷首。 
21 王有孚：《一得偶谈》初集，第 39 页下，转引自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和诉讼制度》，载《明清时代

的民事审判与民事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 年，第 479 页。 
22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年，第 1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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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对百姓及社会而言，都是一大好事，并无任何值得责挞之处。
23
 

讼师作为封建专制社会中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存在，“不仅国法予以严厉的禁止，

而且在官方舆论的导向下，遭到人们的唾弃。然而，由于讼师们有着专门的法律知识和诉讼

技巧，人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又不得不向他们寻求帮助，当然这种‘帮助’的代价是很大的”。

24
因此，不可一概把讼师斥为讼棍，即便大多数讼师都是奸恶之徒，讼师的活动对人们的权

利意识和司法公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陈景良先生所说：“当讼师与民间好讼之风

会合，体现私有制深化下社会个体的利益要求时，它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鲜活之风迎面扑打社

会的肌体，吹拂士大夫的面颊，冲击司法体制中的人伦道德防线，宋代的司法传统无论如何

不得不在司法理论、诉讼制度、动作机制3个方面迎接它的挑战。”
25
 

（二）讼师对社会的消极影响 

    笔者并不认为讼师是消极力量，相反笔者认为讼师代表了社会的正义和对个体、人性的

追求，但是也不否认一定历史时期部分讼师的行为确实对社会秩序和司法制度造成了负面的

影响。讼师以替人写诉状、帮助进行诉讼、解决纠纷为职业，活动复杂，既存在主动介入也

存在被动受案的情况。在原本平静没有纠纷的年代，如果没有诉讼，或者案源较少，讼师何

以为生？“恶讼”的徒棍就会逾越职业道德开始挑拨诉讼，放大家庭纠纷，不利于社会稳定；

更有甚者为了唆讼颠倒是非，制造纠纷，玩弄法律，使人们陷入司法之困，诉讼案件激增，

给官府的正常运作造成了阻碍，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秩序，同时造成民间动辄诉讼之风。 

“健讼”在封建专制社会下本是对正义和司法公正的追求，但讼师经济和法律的助推，

尤其是为了胜诉而与役吏勾结，“给民间本来日渐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更增添了新的变数，

讼学翻云覆雨的制胜技巧，使原被告之间事实陈述和法律诉求孱入许多枝蔓和虚妄，大大增

加了地方官吏辨别真相、秉公断案的司法成本，速决恐失之轻率，缓断又缠讼连年，许多地

方官吏视听断为烦难，委之幕友和衙役，结果诉讼角逐的各方势力争相斗法，本不复杂的案

件变得复杂了，原本可以速决的案子也因为疑窦丛生而不得不迁延时日，积压案件成为地方

衙门一种普遍的通病。”
26
讼师与官吏勾结，不仅会使案件事实发生黑白颠倒，更造成世人

对官府的失信，劳民伤财，使官场更腐败黑暗，在增加司法成本的基础上，并未实现司法公

正和正义伸张。  

讼师对司法制度的另一消极影响是通过诉讼策略转化案件性质，以期实现诉讼目的。明

                                                        
23 马作武：《为讼师辩护——兼与梁治平先生商榷》，载《比较法研究》，1997 年 03 期。 
24 殷啸虎：《中国古代衙门百态》，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第 187 页。 
25 陈景良：《讼学与讼师：宋代司法传统的诠释》， 载《中西法律传统》，2001 年 00 期。 
26 龚汝富：《浅议讼学传播对明清地方司法的潜在挑战》，载《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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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期, 地方司法案件划分为自理案件和上诉案件，自理案件原本在州县一级即可审断结

案，不必缠讼经年，但是讼学教唆词讼的伎俩常常激发当事人另辟蹊径，寻求出人意料的诉

讼效果。如不服州县官吏的轻微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转而上诉告发地方官吏司

法存在偏袒舞弊，形成一个地方官吏司法受贿舞弊讼案，原来轻微的刑事案件或者民事案件

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反而成为从属性的诉求，在这样一种诉讼策略支持下，不仅民刑案

件转化轻松随意，严重影响地方司法判决的稳定性和安定性。
27
法律被“恶讼”之人玩弄鼓

掌，司法成为他们生财的门道，完全背离诉讼的初衷和讼师秘本对“讼”的教诲。 

（三）讼师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讼师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现象，在促进社会稳定，推动法治进步和司法改革方面具

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自成文法公布之后，讼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研习法律、教授法律、

运用法律之主要人。但由于法律繁多难懂，民众受教育水平有限，难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的权益。民众向讼师寻求帮助的另一个原因是官方对诉讼程式有严格的规定，告状不具备充

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是不可能被地方长官受理的，讼师代作讼词迎合了严格规定的状纸要求,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告状得以受理并获胜。此时，讼师不仅扮演着民众的某种法律启蒙的角色，

更肩负着实现公正，维护利益的职能。“如应民众要求，讼师也会为民众利益着想，挥笔书

写呈灾救恤、水涝救济、恢复古渡等公益性申请书、告示等。”
28
 

讼师的出现，讼学的传播，提高了民众学习法律的热情，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法律知识。 

早在春秋时期《吕氏春秋·离谓》记载, “邓析……与民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绔，

民之献衣襦绔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29
 而后讼师秘本不断出现，教人诉讼的私塾兴起，

讼师秘本除了对诉讼价值观的教诲和告诫，有大量以案例出现的法律解读，被称为“断律问

答”。如：“知人妻生一子，妾生一子，通房生一子，奸生一子，四子何以分家业乎。答曰:

子无摘庶。帷有官职从摘庶而袭。奸生者不得预，亦不许承祀也。若分家业，则以三股半均

之。摘庶通房之子，各得其一分，奸生者半分。”
30
这种列举式的律文解说，易于民众理解，

作为普及法律的一个途径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除了对法律适用的解读，讼师秘本中还涉

及对原有判决是否正确的案例解读，对与当事人了解律并对量刑根据的律发表意见是非常重

要的。如《词家便览萧曹遗笔》“人命”，“翻招脱罪”中一例:“执拗天平事。人命大辟，

法难态情。灭律民冤，必投宪雪。使女某，盗米惧责，投井身死，里长某验证。某等欺身出

                                                        
27 同上。 
28 党江舟：《中国讼师文化——古代律师现象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71页。 
29《吕氏春秋·离谓》。 
30《词家便览萧曹遗笔》卷三，“新增断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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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他乡，捏首身妻打死抛井，蠢件县官，妄坐纹刑。思律故杀使婶止徒，投井反偿，出何律

例。一妇含冤不惜，天下主分堪伤。恳天检骸，若无生沙，情甘加斩。上告。”
31
 

讼师对于立法另外一个影响是注释法律。“私家注律，源于邓析，自两晋开始而成为影

响当朝立法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明代为例，《律例笺释》、《读律琐言》和《明律纂注》等

这些私人注律的成果成为《大明律例集解附例》内容的主要来源。清代的私家注律也相当兴

盛，雍正五年颁布的《大清律集解》所附律后的总注已开始成为吸收清初律家注解的成果，

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和王明德的《读律佩玺》成为重要的参考。”
32
但讼师秘本始终是

以传授诉讼文书的写作技巧为重点的，决不是教授法律的书，是典型的介绍基本知识的指南

书。“在明末就有人带着这样的手册流浪各地，按照人们的要求来书写诉讼文书，对他们而

言，以及对于那些粗识文字、能够自己写状的人来说，只要利用以上所介绍的明律摘要版与

明律应用例那种程度的法律知识，就足以应付眼前的诉讼。
33
不仅如此，讼师在诉状中的表

述有时也会起到解释律条明义，提示官府使用律条的作用。 

讼师除了对法律本身的作用，对司法制度也有至为关键的影响。讼师的介入提高了纠问

式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能力，对地方官的司法能力和水平是极大的挑战。“从某种

意义上说, 州县官履任之初接受的首场“考试”可能就来自讼师, 后者往往用一些设计好的

案件来试探州县官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及熟悉程度。”
34
由于古代审判具有开放的特点，讼师

的介入，将司法活动至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在侵蚀原有司法秩序的同时，提高了司法人员的

专业素养，促使司法制度细致化和标准化，推动司法由汉唐以来的人伦理性向知识理性转变。

宋代刑事审判中的“鞫谳分司制”和民事审判中的给当事人“断由”或“定夺因依”都是讼

师的功劳。讼师秘本在民间的流传“不仅使民众在用法维权中受益匪浅，也使审判官员受到

启发和教育，在断狱听讼中知彼之术，破彼之计，洞察实情，明辨是非。”
35
 

讼师与纲常道德和儒家“无讼”理念格格不入，是专制社会下不适宜的存在，但这样顽

强的存在对社会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肯定讼师存在的价值，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理由，

即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蔑视个人价值、扼杀个体权利为精神准则的，这正是专制政治赖以生存

的前提条件。而讼师的存在，恰恰在唤醒个性和权利意识方面具有潜在的推动作用。”
36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故事：“湖南廖某者，著名讼棍也，每为人起诉或辩护，罔弗胜。某

                                                        
31《词家便览萧曹遗笔》卷一，“人命”，“翻招脱罪”。 
32 党江舟：《中国讼师文化——古代律师现象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 月，第 270 页。 
33 夫马进：《讼师秘本的世界》，李力译，载《北大法律评论》，2010 年第 11 卷第 1 辑。 
34 林乾：《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载《清史研究》，2005 年 8 月第 3 期。 
35 党江舟：《中国讼师文化——古代律师现象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 月，第 278 页。 
36 马作武：《为讼师辩护——兼与梁治平先生商榷》，载《比较法研究》，1997 年第 3 期。 



                                                                         黄宇聪  1201301732 

孀妇，年少欲再醮，虑夫弟之措阻也，商之廖，廖要以多金，诺之。廖为之撰诉词，略云：

‘为守节失节改节全节事：翁无姑，年不老，叔无妻，年不小。’县官受词，听之。”
37

可见讼师的存在对人们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追求人性方面的具有推动作用，在维护基本社

会伦理基础上冲击了司法体制中的人伦道德防线。 

 

                                                       

 

三、结语 

讼师背负了千年的恶名应在我们理性的眼光下有所改观，封建专制制度下讼师的存在对

社会具有两面性。《刀笔菁华》序文中说到：“刀笔二字，非恶名也。以直为直，大足以救

人，以曲为直，始足以杀人。”
38
即便在史料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教唆词讼，为害扰民，

颠倒黑白，不守职业伦理的奸恶之徒，但不足以否定整个讼师整体。虽有讼师在古代社会中

为了一己私利而侵害当事人利益，但大多数讼师都秉着为民请命，传播的法律的职业态度和

职业伦理，顽强地生存在官方的打压和民众的偏见之下。讼师的存在是政治经济文化发现的

客观结果，也是社会活动的客观需要，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旧时讼师的存在, 确实有着

客观的依据, 是以讼师的活动, 也包含了对于社会中某种正常需要的满足。”
39
 讼师在封

建专制制度下的社会价值不容抹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代表着一股企图对抗专制政治

束缚的力量，代表着一种非国家本位的倾向，代表着对司法公正的朦胧追求。”
 40
因此，正

确认识讼师，评价讼师的功过，要以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出发。费孝通先

生曾说过：“只要是有民间纠纷，有落地文人，就始终有讼师存在，他们发扬着中国乡土社

会独特的社会功能。”

 

 

 

 

 

 
37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 年，转引自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 266 页。 
38 王有林编：《刀笔菁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 年 1 月，衡阳赵秋帆序文。 
39 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 276 页。 
40 马作武：《为讼师辩护——兼与梁治平先生商榷》，载《比较法研究》，1997 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