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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文明是人类摆脱野蛮的一切成绩，法律是其要素之一。建国初，董必武同志就指出：
“人类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
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
“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
和成败得失。”
“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
法治文明成果。
”
当前中国正在稳步推进物质、精神、政治、生态“四大文明建设”，需要“法治文明”作为有力保障。回顾历史，每个
个民族都曾为世界法治文明作出贡献，古代
罗马、古代中国、近代世界两大法系的成果尤为卓著。这些成果对于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世
世界和平进步，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２０１６
年１月１３日开始，法学院专刊陆续推出“法律文明巡礼”系列文章，敬请读者关注。

《新周刊》封面故事——
—

2016 年的生活趋势报告

法律文明巡礼之一

寻找最初的法

“

□ 于明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
中心副教授）
2016 年是创业的最佳时机。纵观历史，从来没有哪个
时代会比此时此刻更有机遇，更加开放，有更低的壁垒、
更高的利益风险比、更多的回报和更积极的环境。假如你
没迟到，在 2016 年的中国，你将会赶上什么？
你依然是“蓝天综合症”患者，傻傻惊叹着每一个晴
天。你可能一周只需工作 4 天半。你会被中产，和其他 1 亿
人一起迎接中国新中产消费元年。你的衣服、房子、汽车
都可以交给 3D 打印。你又要告别几种早已不看但还能记
起的报刊。O2O 将在广大农村开战。你有若干个购物节要
过。你想让城市更美好，于是骑上了为你量身定制的高端
自行车。你常去找投资人的创业咖啡馆即将倒闭。你不再
需要掏出钱包。你要慢慢“学会在一个碎片化、有更多距
离感的世界里社交”。

张鸣谈中西学问路数的差异——
—

旧学问与新学术的差异

近代中国，百事需变，百事愁变，学术界亦莫能外。西
洋的学术进来，不同的学科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声、光、
化、电等自然学科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经济学、法学、政治
学等社会科学也需要跟人家接轨，硬着头皮也得引进。然
而，人文学科则不同，西洋有文史哲，我们有经史子集。中
国传统的史学、经学、考据和训诂，谁也不能说它不是学
问。讲西洋的历史或者哲学，中国的学者也许不行，但讲
中国的，多少还是有些自信的。
西方人做学术，形式上讲究有体系。但是中国人做学
问，讲究书读得多，腹笥宽，肚子里的料要多。人家读过
的，你没读过，或者读过了没记住，就不配跟人谈学问。不
仅如此，学界还特别重传统，讲究家学。至于文章写出来
是什么样子，大家并不计较。这个习惯，显然不那么容易
被改变。自胡适之后，人文学科的西洋学术形式，才进入
了中国，后来慢慢占据了主流。

戴志勇谈电影《老炮儿》——
—

讲规则的流氓还是流氓

冯小刚饰演的“老炮儿”，事事讲个规矩，规矩的背后，
是个理。这位以前老北京“顽主”，给了观众以某种颇具人
情味的正义想象。一些桥段来源于还透着热乎劲的现实
生活，让观影者会心一乐之余，颇有疗愈在现实里受伤的
道德情怀之效。
然而，
《老炮儿》要守的，主要还是潜规则。但是，给人
寄回身份证，就能对行窃放行？给好处就办事，能给经济
发展创造一个法治环境？茬架定输赢，符合现代法治？这
并非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在人心里争方寸之正义。自
然，比起朝向没规则演化，坚守潜规则也值得点赞，也距
离明规则更近。但是，借用陈亮与朱熹辩论王道与霸道的
话来说，靠老炮儿来满足观众对天道人心的期待，毕竟还
是“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黄钟毁
弃，才有瓦釜雷鸣。

尽管时间已
过去了六十三年，
但克莱默发现的
《乌尔纳姆法典》
(约前 2012 年—前
2095 年)依然被视
作人类历史上迄
今为止发现的最
早的法典。

“如果不是一封偶然的信，我也许
就错过了《乌尔纳姆法典》的发现。莱
顿大学楔形文字学教授克劳斯，在给
我的一封信中提到，在他担任伊斯坦布
尔博物馆馆长期间，曾将两片刻有苏美
尔文法律的泥板拼在一起，并将其编号
为“尼普尔文献集第 3191 号”。苏美尔文
的法律文献非常罕见，因此，当我来到伊
斯坦布尔博物馆开展研究时，我特意查
阅了这块泥板。那是一块 20 厘米长、10
厘米宽的泥板。因为大约一半的文字都
已损毁，泥板的释读最初令人绝望。但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研究后，它的内容
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时，我无比兴奋
地意识到，拿在我手中的泥板，正是人类
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法典……”

《乌尔纳姆法典》的发现
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当
我 们 读 起 这 段 回 忆 文 字 时 ，克 莱 默
(S . N . Kramer)发现《乌尔纳姆法典》时
的兴奋之情依然令人激动。克莱默教
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教
授，也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楔形文字
学家和苏美尔史专家。1952 年的一段
看似偶然的经历，使克莱默遇见了一
个载入世界法制史的大发现。
自《汉穆拉比法典》在 1901 年在伊
朗苏撒遗址被发现以来，一直被视作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法典。直到 1947 年，
伊新国王的《李比特伊什塔尔法典》(约

《乌尔纳姆法
典 》残 片( 伊 斯 坦
布尔博物馆藏)

前 1934 年)问世，人类制定法律的历史才
亚大学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了他的发
现，并于 1954 年在《东方学杂志》公布
被推前约一百五十年。1948 年，考古学家
又发现了埃什努那的《俾拉拉马法典》 了当时所知的法典全文。当然，需要指
(约前 1984 年)，成文法的历史又被提前
出的是，克莱默这次发现的泥板，并非
约五十年。而克莱默在 1952 年的这次发 《乌尔纳姆法典》的原件(据说刻在石柱
现，将这一历史再度提前了一百余年。 上)，而是大约写成于公元前 1800 年至
1700 年间的复抄本。这一抄本的形成距
尽管时间已过去了六十三年，但克莱
默发现的《乌尔纳姆法典》(约前 2012
离乌尔纳姆的时代已有三百余年。伊斯
年—前 2095 年)依然被视作人类历史
坦布尔博物馆所藏的尼普尔泥板共分
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法典。
八栏，正反面各四栏。泥板正面为序言
部分，保存较完整；反面为条文部分，记
载了第 4 条至第 20 条的内容，但缺损严
《乌尔纳姆法典》
的价值
重，保存较完整的仅有 5 条。
1952 年 9 月，克莱默在宾夕法尼
此后，历史学家一直努力寻找《乌

□ 蒋来用
东晋成帝时，卢陵太守羊聃脾气暴
戾，为非作歹，滥施刑杀。在简良一案中，
他徇私枉法，冤杀达一百八十人之多。有
官员向成帝上奏，称其罪当处死，但由于
景献帝皇后是羊聃的祖姑，
最后羊聃竟然
免于一死。
南朝陈代时，建宁郡有个县令程滔
犯了贪赃罪，本来被判处徒刑三年，但最
终的结果却是，他以头上的乌纱抵掉了
两年，又用金钱赎掉了剩下的一年，居然
完全不用服刑。
类似的故事人们在历史书和戏剧中
可能已经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但是，
“官贵犯法，不与庶民同罪”，在中国古代
其实是有法律依据的，这就是所谓的“八
议”和“官当”。
蕴含“刑不上大夫”原则于其中的
“八议”和“官当”制度都出现于魏晋南
北朝时期，也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表
现之一。如果说“准五服以制罪”集中
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法特征，
那么“八议”和“官当”则突出地体现了
中国古代法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
特权法的性质。

也是当时的名儒。陈群出于颍川世家，自
幼受儒家学说的教育，精通经典，主张崇
德布化，其奏疏中动辄引用《周礼》
《诗
经》。刘邵长期执经讲学，对礼乐经典也
有精湛研究。
《新律》在他们的编纂下，吸
收了不少儒家学说的内容，关于“八议”
的规定就是儒家化最明显的标志。自《新
律》确立“八议”制度后，隋唐又加以进一
步完善，以后各朝都相沿不改。
“官当”，就是以官阶来抵当部分
或全部刑罚的制度。
“ 官当”作为一种
制度最先出现在《晋律》当中，
《 晋律》
规定免除官职可以折抵三年的徒刑。
此后南朝时的《陈律》正式出现了“官
当”之名，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
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
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意思就是说，
官僚们如果被判四年或五年刑，可以用
官阶抵当两年，其余的刑期还得服满；
如果被判三年，可以用官阶抵当两年，
余下的一年就可以用金钱来赎了。

无，以致使犯罪者完全逍遥法外，而这一
切均是在合法的旗号下进行的，是封建
特权法的典型反映。中国古代的法律是
特权法，意味着其内容贯穿着不平等的
精神和原则，按照人的不同身份、不同社
会等级来确定其相应的法律地位。这是
宗法等级社会的必然产物。中国古代社
会是以宗法关系为维系纽带的，各项制
度的设计与运作都基于宗法观念而产
生。而传统宗法观念的核心，即是认为社
会成员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区别，不同
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
的义务，每一等级的人都必须严格遵
守，不能逾越。按照宗法等级制的要
求，作为社会最上层的贵族和官僚，
当然应该享有一定范围的、高于其他
人的权利。礼的等差性和法的公平性
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特权法这
样一个怪胎。
封建特权法的出现，也是君主为了
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君主的统治要能够
维系下去，必须依赖一个服从与效忠他
的贵族官僚集团，因此君主必须要采取
一些笼络的手段，给予一定的优惠。将官
贵们的特权用法的形式明文确定下来，
无疑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特权法的性质
“八议”是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
人犯罪后，享有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制
度。具体包括：一、议亲，指皇亲国戚；
二、议故，指皇帝的亲密故旧；三、议贤，
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人；四、议能，
指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的人；五、议
功，指为封建王朝建立过卓著功勋的
人；六、议贵，指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以

及有一定等级爵位的人；七、议勤，指为
封建国家勤劳服务的人；八、议宾，指前
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上述八种
特殊人物犯罪，司法官员不能直接定罪
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
报到朝廷，由负责的官员集体审议，提
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给予宽宥处理。
一般情况下死刑均能免除，其他的刑罚
则可以降等处理。
“八议”入律，始于曹魏的《新律》。同
晋律一样，
《新律》的编修者陈群、刘邵等

特权法的意义
“八议”和“官当”的出现，使对贵族
官吏的犯罪处罚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

相信和坚持梦想的力量
□ 雷军

凸显企业劳资的不对等

作为一个学长，面对这么多学弟学妹
即将开始人生征程的关键时刻，我能讲点
什么呢？说实话，千言万语，真的不知道应
该从哪讲起，而且讲太多是不是真的对大
家有帮助？下面开始今天的演讲。

要永远相信梦想的力量

本栏目稿件由刘显刚（上海交大法学院博士生）特
约提供

的秩序，消除诅咒、暴力和斗争。同时，
序言也列举了他在保护贫弱、抑制豪
强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这些观念的宣
扬当然是君权神授的最初表达，但也同
样包含了法律与正义的原初观念，这一
点同样为《汉穆拉比法典》与后世的诸
多立法所普遍继承。
正文条目虽不多，但内容涵盖民
法、刑法等诸领域，亦有其特色。在民
法方面，对所有权的规定远多于债。至
少七个以上条文与所有权相关，而债
的种类却很贫乏，只有第 29 条涉及土
地出租和第 2 条的疑似出租果园。这
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落后的状况，也
与后来的楔形文字法中债法的发达形
成反差。在婚姻家庭方面，透露出浓厚
的家长制与男权制。婚姻的缔结以男
方交付聘金为要件；离婚主动权掌握
在男方手中，只需给予女方金钱补偿。
男女双方通奸，女方将被处死，而男方
则被释放。最后，涉及刑法的部分，除
了前述通奸女性被处死刑外，其他侵
权或犯罪，都只被处以罚金。法典中也
没有出现类似《汉穆拉比法典》的“以
牙还牙、以眼还眼”，亦由此可见同态
复仇并非人类早期法律的普遍特征。
当然，在人类探寻法律历史的道
路上，
《 乌尔纳姆法典》也并非最终的
答案。或许正如克莱默所说，
“ 很多迹
象表明在乌尔纳姆降生之前就有过立
法者，或早或迟，一位幸运的发掘者将
会找到早于乌尔纳姆一个世纪或更早
时期的法典抄本”。我们等待着这一
天。但即便这一天到来，
《 乌尔纳姆法
典》作为人类法律文明的启明星仍将
璀璨。

中国古代的特权法

法律故事

斯涵涵谈抢红包被罚——
—

红包谁都爱，但最近某公司董事长发的红包变得格
外烫手、敏感：抢红包的“前三甲”，每人罚款五百元。理由
是上班时间玩手机。的确，制定工作纪律，维护正常秩序，
需要每一个员工尤其是中层管理干部遵守规则，违者处
罚，无须置喙。
“发红包测试纪律”是职场规则匮乏的现实样本，也
是劳动者和资方地位、权益严重不对等的反映。企业要长
远发展，必须依赖科学的管理制度，更需要自上而下的共
同遵守，齐心合力，而不是管理者心血来潮自定的“法
规”，抢红包被罚这种看似抖机灵的管理办法，除了凸显
管理者说一不二、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员工急缺的幸福
感，别无所长。

尔纳姆法典》的更多内容。1965 年，古
尔内(O . R . Gurney)和克莱默又发现了
另外两块刻有法典的来自乌尔遗址的
泥板，编号为乌尔泥板 7739 号和 7740
号。和尼普尔泥板一样，这两块泥板也
是复抄本，年代估计在古巴比伦王国
时期。乌尔泥板在许多地方补充了尼
普尔泥板，使较完整的条文从 5 条增
至 23 条。此后，在西帕尔(Sippar)遗址
也发现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法典残片。
目前，据学者的最新研究，在法典可能
的 57 个条文中，已有 40 个条文基本
复原。
《乌尔纳姆法典》的制定者据说是
乌尔第三王朝的开创者乌尔纳姆。公
元前 2193 年，阿卡德王国灭亡，在经历
库提人的短暂征服后，乌鲁克王乌图
赫伽尔重新恢复苏美尔人的统治。乌
图赫伽尔死后，乌尔纳姆继续征战，统
一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
2112 年建立乌尔第三王朝，并制定了
一部适用乌尔王国全境的法典。当然，
对于法典的制定者，也有学者根据最新
发现的序言内容，认为法典实际的制定
者是乌尔纳姆之子舒尔吉(Shulgi ，前
2094 年—前 2047 年)，只不过为了颂扬其
父亲的功绩，命名为《乌尔纳姆法典》。
从法典的内容来看，这部法典开
创了后世法典制定的基本模式。法典
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构成，不过尚未
发现楔形文字法中常见的结语部分。
法典的序言主要是对于法律权威来源
的宣告，强调乌尔纳姆的权力和法律
来自于神的授予。为了保证苏美尔的
安定与秩序，乌尔纳姆根据月亮神南
那确立的公正原则，在全国建立平等

雷军
金山软件公
司董事长

为什么在这里谈梦想，这是因为回
顾我过去走过的路，在我的人生中，我
最难忘的就是武汉大学，因为武汉大学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
用。那还是我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一年
级，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图书馆
里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在我的人生里起
到决定性的作用。书名我非常清楚地记
得，叫《硅谷之火》，这本书大概是两块
一毛四，1987 年出版，书里讲述了乔布
斯这些硅谷英雄创业的故事。看完这本
书后，我的内心像是有熊熊火焰在燃
烧，激动得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接着
我就在旁边的体育场上走了一圈又一
圈，心情很难平静。
在武大操场一圈又一圈地走的过程
中，我奠定了人生的梦想——
— 日后一定

要干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天生我材必有
用，日后自己一定要做个伟大的人。当然，
建立梦想是很容易的，我相信每位同学都
有很伟大的梦想，但是有梦想之后你是否
去实践了？所以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
告诉自己，光有梦想是不行的，要脚踏实
地地真正做几件与他人不一样的事情。
我给自己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两年
修完大学所有的课程。很感谢武汉大学
的学分制，从那天开始，我真的修了两
倍的学分。当我有这个梦想后我真的去
试了，发现其实也不难。至少我觉得当
年在计算机学院两年足以学完学院的
所有课程。
在大学里后来还有第二个、第三个
目标，我都完成了。我在想，在那个年
代，绝对不是我比别人更聪明更勤奋。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比他们更
早地确立了人生的梦想，并且付出了实
践。这就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要
永远相信梦想的力量。

要勇于相信坚持梦想的力量
有梦想很容易，去实践梦想也很容
易，但是坚持梦想很难。你今天能坚持，
五年后还能坚持吗，十年后二十年后还

能坚持吗？小米是五年前创办的，发布
手机是三年半前，小米仅仅用了两年半
的时间就在全球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和
市场(前有苹果三星，后有华为)干到了
中国市场第一，全球市场第五。这个成
绩真的能算是全球商业市场的奇迹。这
个奇迹的背后是什么呢？我参与创办的
第一家公司是金山软件，我觉得金山软
件行业的竞争也很不容易。做到 2007
年，金山上市后我就退休了，我应该实
现了在座很多人的梦想，三十岁就能退
休。上市了一家公司、卖了几家公司、投
资了几十家公司，退休了以后我主要的
工作就是投资，人生也算非常的圆满。
是怎样的动力让我愿意再创业呢？
你们可能对创业充满了非常多的好奇
和羡慕，而且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未来
也一定会出现伟大的企业家。在这个时
刻我想和大家多说一句，创业绝对不是
人干的活，是阿猫阿狗干的活。如果没
有钢铁般的意志，你是绝对干不了的，
我觉得创业并不好玩。所以在今天这个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我提醒一下
大家，如果真的要创业，要做好准备。
我自己参与了金山软件的创办，深
知创业的艰难，那是什么启发我退休以
后再创业的呢？是在我在快四十岁的时

候，有天晚上做梦醒来，觉得自己好像
离梦想渐行渐远，我问我自己是否有勇
气再来一回。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想了半年多的时间才下定决心，不管
这次创业成功与否，我不能让人生充满
遗憾。我一定要去试一下，看自己能不
能创办一家世界级的技术公司，做一件
造福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下
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自己还是有
很多很多的顾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干
砸了，我就“晚节不保”了。所以当时我说
服自己，在刚开始的一两年的时间里，要
极其低调，高度保密，脚踏实地，直到把
产品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再站出来说话，
我觉得这样成效会大一点。我用各种方
法克服了我对再次创业的恐惧、对再次
创业失败的恐惧，然后创办了小米。
今天站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我
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我相信
你们为了梦想都付诸了行动。我要问的
是，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二十五
年后，你们还有没有坚持梦想的勇气和
决心，而且相不相信坚持梦想的力量！
这就是此时此刻我给大家的两条建议。
（本文选自雷军在武汉大学 2015 毕
业典礼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