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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 胡建淼

  道德与法律背后的“价值源”是同一的，但由

此决定的外在规范，即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还是

有区别的。违反道德的行为属于“不道德”行为，仅

受舆论和道义谴责；违反法律的行为属于“违法”

行为（其中严重的包括犯罪行为），应承担法律责

任（其中包括刑事责任）。我们应当将更多的“违

法”行为交给道德去处理，还是将更多的“不道德”

行为交给法律去处理，这就涉及道德与法律“边

界”的“漂移”方向……

  “说脏话”可以“入刑”吗？这就是其中值得讨

论的一例。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说脏话”可以“入

刑”的“法例”：

  ——— 美国1994年新泽西州拉里坦市市政委员

会修订了一项法规，严厉禁止当地居民使用粗鲁、

鄙俗、亵渎、下流、不礼貌的言辞。也就是说，不准

“说脏话”，否则，予以惩处。其中规定，在公众地方

向他人“做出吵闹不雅或缺乏道德的行为”，说出

“亵渎、粗俗或猥亵的语言”，作出“侵犯性的评论

或意见”，均属违法。违法者会面临“罚款500美元

或入狱3个月”的法律风险。

  ——— 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名男子因辱骂了科伦

镇的一位农夫，被科伦地方法院判了3600马克的

罚款。这名农夫刚收完甜菜归来，发现该男子的车

挡住了自己的去路，于是请对方将车移走。这位都

市男人竟回答：“你这个脏鬼，先去刷牙再跟我说

话！”检察院对该男子提起了诉讼，并在法院控辩

时指出，法兰克福男子的反应表现出了“年轻人对

勤恳工作的农民极度傲慢”。

  ———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从2012年9月开始

对在公众场合骂人者进行罚款。根据新出台的法

规，凡是在公众场合“说脏话”将被处以75-250欧

元的罚款。此外，还特别强调对女性有歧视意义的

语言，如对女性说“荡妇”“母狗”等词语，将会被处

以最高250欧元的罚款。

  ——— 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不久前宣布，

在公共场所骂人，要面临的罚款从原来的150澳元

增加到500澳元。

  但我还是认为，即便是以上的“法例”也未表

明，“说脏话”已被“入刑”，世界在走向“道德入法”

“不道德行为被法律惩罚”的总趋向。其实，不是

“说脏话”一概可以被“法律追究”，而是侮辱他人

可以被法律追究，而“说脏话”是作为侮辱手段时

才被并入法律责任。这一点与我国法律极其相似。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公然侮

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多次发

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

生活的”的处罚，已包含了某种“说脏话”。

  用法律手段处理道德问题，从而扩大法律的

规制范围，或者用道德手段解决法律问题，从而扩

展道德的约束范围，都是一种“错位”。道德问题以

道德规范解决，法律问题用法律手段解决，才属对

症下药，各有其轨。

 道德与法律“边界”的“漂移”

浮梁县衙楹联中的廉政观与法制观

□ 殷啸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楹联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是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江西省浮梁县

的县衙是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古县衙，其中

保存的大量楹联所折射出的廉政观与法制观，堪

称是中国古代衙门廉政文化和法制文化的精粹。

  浮梁县自唐宋以来，一直具有比较重要的经

济地位，特别是以茶叶和瓷器而闻名于世。白居

易的长诗《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

梁买茶去”的诗句，无疑是浮梁茶最有名的“软广

告”；而浮梁县下属的昌南镇出产的瓷器更是畅

销海外，据说中国的英文名（China）便是由“昌

南”（Changnan）的音译而来，可见其影响之大；

也因昌南镇出产的瓷器太过出名，故而被宋真宗

赐予了景德年号，成为唯一一个因年号而得名的

历史名镇——— 景德镇，以至于到了今天，浮梁反

倒成为景德镇市下属的县。繁荣的经济，加上白

居易、范仲淹、苏轼等历史名人都在浮梁留下了

足迹，也打造了一方山水人文，被汤显祖誉为“人

喜儒而化鄙，吏好学而明臧”。

  浮梁县衙规模宏大，被誉为“江南第一县

衙”。在我国古代，县级衙门是最低一级的地方衙

门，但它承担了大量行政和司法事务，是国家统

治和治理的基础，因而知县也被称为亲民之官，

老百姓则管他们叫“父母官”（知府被称为“老公

祖”，显然又隔了一层）。据《清通典》记载：知县的

职责为“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

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

勤理之”。可谓是无所不管。

  既为民之父母，就应当关心、爱护百姓，为民

服务、替民作主。这就要求知县在公堂之上，要做

到清正廉洁，秉公办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

此，浮梁县衙楹联的内容，大多数都与此有关。

  其一，为官之道，在于爱民、亲民、惠民、济民、

利民，这也是浮梁县衙楹联所反映出的廉政观的出

发点和立足点。浮梁县署大门上第一道对联写道：

  治浮梁，一柱擎天头势重；

  爱邑民，十年踏地脚跟牢。

  说的就是知县上受皇命重托，下系百姓身家

性命，如擎天之柱，责任重大，因此，必须爱民如

子，脚踏实地，恪尽职守，造福一方。这种“爱民”

情怀，可以说是浮梁县衙楹联的核心思想。

  县丞衙署大门的楹联写道：

  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

  取一文，官不值半文钱。

  典史厅中柱的楹联写道：

  不嫌案牍劳神，一心为国；

  专替地方办事，两袖清风。

  其二，勤政爱民的具体体现，就是为官清正

廉洁。县衙大堂“明镜高悬”的牌匾下，就有着这

样一副对联：

  职在地方，敢以热心问世事；

  民呼父母，仅将清节传儿孙。

  为官一任，不仅要尽心尽职，更要不负百姓

期望，勤政廉洁，为自己、为后人留下清廉的好名

声。大堂内上方的对联，也道出了这种情怀：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

  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其三，做到清正廉洁的关键，在于严格自律、

克己奉公，加强个人自身的修养。浮梁县衙从大

堂到三堂的楹联中，都有这方面的内容，既是对

县衙官吏的要求，也是时刻敲打的警钟。

  大堂是知县日常办公、审理案件之处。作为一

个地方长官，能否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全在大堂上

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之间。因此，在大堂之上“亲

民堂”牌匾下的楹联，就提出了这方面的基本要求：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

  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二堂是知县预审案件与调处纠纷之处，在

“正大光明”的牌匾之下，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

  民心即在吾心，信不易孚，敬尔公，先慎尔独；

  国事常如家事，力所能勉，持其平，还酌其通。

  三堂是知县办公、读书和接待朋友之处。公

堂之上，能否做到克己奉公，与平日的修身养性

是分不开的。因此，作为一个称职的地方官，首先

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抛开个人的荣辱得失，真心

实意地替民作主：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

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

己也是百姓。

  在县衙所有的事务中，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

的，大概就是司法办案了。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

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因此，浮梁县衙的楹联

中，对此提出了特别要求：

  首先，审理案件固然要两袖清风，但更要一

身正气，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阎罗

气象，这是秉公断案的基本要求。

  县衙大堂前大金柱上的楹联写道：

  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

  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

  其次，办理案件既要依法办事，也要合乎天

理人情。县衙大堂后大金柱上的楹联写道：

  法合理与情，倘能三字兼收广无冤狱；

  清须勤且慎，莫谓一钱不要便是好官。

  ……

  浮梁县衙楹联所反映的廉政观与法制观，从

某种意义上说，堪称是父母官的座右铭。而县衙

的“名宦祠”和“贤侯祠”所奉祀的历任知县的事

迹，也正是对县衙楹联所反映的廉政观与法制观

的身体力行，为浮梁县衙楹联所体现的廉政观与

法制观留下了现实生动的注解。

“说脏话”可以“入刑”吗

┩┩おおししぞぞ

法法律律文文化化

□ 郑晓娇

  法官结案时，自然要草拟案情，作出判决，但是

大多数判词都刻板冗琐，但也有少数才华横溢且诙

谐幽默的官员，给后人留下了一些短小精悍的判词

佳句，使人读之不禁拍手称妙。

  判决书虽系公文，但也经常有判词妙趣横生。

汉语博大精深趣味无穷，即便是多为刻板枯燥之语

的古代官府断案判词中，亦有语锋机巧令人忍俊不

禁者，其中有八则幽默的判词，值得我们去细细

品读。

一

  北宋崇阳县县令张咏发现管理钱库的小吏每

日都将一枚小钱放在帽子里带走，便以盗窃国库罪

将他打入死牢。小吏认为判得太重，遂高喊冤枉。张

咏提笔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小吏无话可说。

二

  南宋清官马光祖担任京口县县令时，当地权贵

福王强占民房养鸡喂鸭，反状告百姓不交房租，示

意地方官代他勒索。官司到了衙门，马光祖实地勘

验后，判决道：“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盆满钵满；福王

若要屋钱，直待光祖任满。”

三

  明朝代宗时，江西南昌宁王府饲养了一只丹顶

鹤，为当朝皇帝所赐。一天，宁王府的一位仆役带着

这只鹤上街游逛，不料被一户平民家饲养的黄狗咬

伤。狗的主人吓坏了，连忙跪地求饶，周围的百姓也

为之讲情。但这位仆役不顾众人，拉扯着狗的主人

到府衙告状。状词上写着八个大字：“鹤系金牌，系

出御赐。”知府接状，问明缘由，挥笔判曰：“鹤系金

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不关人事。”判词堪称绝

妙，给人入情入理之感，仆役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四

  明朝末年凌濛初编著的《初刻拍案惊奇》第十

三卷《赵六老舐犊丧残生张知县诛枭成铁案》中，讲

述儿子深夜打贼误杀父亲，本来杀贼可恕，但却因

不孝当诛而被判死罪的故事。某地有一财主赵聪，

甚为富有，与其父赵六老分开生活。一天夜里，一人

在墙上钻洞，爬进财主家，被家人发现，一阵乱棒，

活活打死。待到举灯一看，被打死的贼子竟是财主

的父亲！报了官，当地有关官员觉得甚难判决：儿子

打死父亲，本应判死罪；而当时只知道是贼人并不

知是其父，按理又不应死罪。知县张晋判道：“杀贼

可恕，不孝当诛。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

矣！死何辞焉？”随即将赵聪重责四十，上了死囚枷，

押入死牢。

五

  明代天启年间，有位御史口才颇佳，一名太监心

怀嫉妒，设法取笑御史，便缚一老鼠前去告状：“此鼠

咬毁衣物，特擒来请御史判罪。”御史沉思片刻后判

曰：“此鼠若判笞杖放逐则太轻，若判绞刑凌迟则太

重，本官决定判它宫刑（阉割）。”太监自取其辱。

六

  明代时，一年仲春，湖南长沙农村两户农民的牛

顶斗在一起，一牛死去，一牛受伤。两家主人为此大

吵大闹，不可开交，当地的县令也难断此案。这天，两

家主人听说太守祝枝山察访民情路经此地，便拦路

告状。祝枝山问明情况，当即判道：“两牛相斗，一死

一伤。死者共食，生者共耕。”双方一听，觉得合情合

理，于是争端平息，两户人家来往比以前更加亲密。

七

  宋元丰年间，苏东坡在徐州任太守时，接到一

法号怀远的和尚告乡民无端殴打出家人的诉状。

  经查，此僧身在佛门，心恋红尘，某日喝得酩酊

大醉，调戏民女，这才被众乡民痛打一顿，怀远为免

遭寺规惩戒，谎称“乡民欺负出家人”，告到徐州府。

苏东坡悉情后在原诉讼状上写下十四字判状语：

“并州剪子苏州绦，扬州草鞋芜湖刀。”让怀远回去

自悟。怀远回寺后想了几日，仍不明判词其义。后请

教塾馆先生，那先生说，这两句话是歇后语，其后半

部分是“打得好”。

八

  苏东坡要到杭州来做通判。这个消息一传出，

衙门前每天挤满了人。可是，大家伸着头颈盼了好

多天，还没盼到。这天，忽然有两个人，吵吵闹闹地

扭到衙门里来，喊着要告状。衙役出来吆喝道：“新

老爷还没上任哩，要打官司过两天再来吧！”那两个

人正在气头上，也不管衙役拦阻，硬要闯进衙门里

去。这时，来了一个骑毛驴，戴方巾，穿道袍，络腮胡

子的大汉，他嘴里说：“让条路，让条路！我来迟啦，

我来迟啦！”小毛驴穿过人群，一直往衙门里走。原

来他就是新上任的通判苏东坡。苏东坡没来得及贴

告示，也没来得及放号炮，一进衙门便坐堂，叫衙役

放那两个告状的人进来。他问道：“你们两个叫什么

名字？谁是原告？”两个人都跪在堂下直磕头。一个

说：“我是原告，叫李小乙。”另一个说：“我叫洪阿

毛。”苏东坡问：“李小乙，你告洪阿毛什么状？”李小

乙回答说：“我帮工打杂积下十两银子，借给洪阿毛

做本钱。讲明不收利息；但我什么时候要用，他就什

么时候还我。如今，我急等着银子娶亲，他不还我银

子，还打我！”苏东坡问洪阿毛：“你为啥欠债不还，

还要打人？”洪阿毛磕头分辩：“大老爷呀，我是赶时

令做小本生意的，借他那十两银子，早在立夏前就

买了扇子。想不到今年天气凉！这几天又阴雨，扇子

放在箱里都霉坏啦。我实在没有银子还债。他就骂

我、揪我，我在气头上就打了他一拳！”苏东坡听了，

在堂上皱皱眉头，说道：“李小乙娶亲要紧，洪阿毛

应该马上还他十两银子。”洪阿毛一听，在堂下叫起

苦来，说道：“大老爷呀，我可是实在没有银子还债

呀！”苏东坡在堂上捋捋胡须，说道：“洪阿毛做生意

蚀了本。李小乙娶亲的银子还得另想办法。”李小乙

一听，在堂下叫起屈来，说道：“大老爷呀，我辛辛苦

苦积下这十两银子可不容易呀！”苏东坡笑了笑，说

道：“你们不用着急，现在洪阿毛回家去拿二十把发

霉的折扇给我，这场官司就算两清了。”洪阿毛高兴

地抱来二十把白折扇交给苏东坡。苏东坡将折扇打

开，挑那霉印子大块的，画成假山盆景；拣那霉印子

小的，就题上诗词，写好画好后，他拿十把折扇给李

小乙，对他说：“你娶亲的十两银子就在这十把折扇

上了。你把它拿到衙门口去，喊‘苏东坡画的画，一

两银子买一把’，马上就能卖掉。”苏东坡又拿十把

折扇给洪阿毛，对他说：“你拿这十把折扇到衙门口

去卖，卖得十两银子当本钱，去另做生意。”两个人

磕了头，道了谢，心里似信非信，谁知刚刚跑到衙门

口，只喊了两声，二十把折扇就被一抢而空。李小乙

和洪阿毛欢天喜地各自回家去了。

  苏东坡“画扇判案”的事，一下就在民间传开

了。自从东坡画扇之后，人们也学起来。因为，这一

种有画有字的“杭扇”，既可以取凉，又可以观赏，很

受顾客欢迎，所以，从北宋一直流传到现在。

解决财产纠纷的古代幽默判词

史海钩沉

  本报讯 见习记者柳源远 6月8日，清华大学法学院“习近平法

治思想全国巡回宣讲”首场活动走进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检察院，法学

院党委副书记陈杭平、法学院研工组组长汪洋带队，活动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泰安市人民检察院为主会场，泰安市各区（县）检察

院为分会场。泰安市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泰安市各区（县）检察干警

共约600余人聆听了宣讲。活动由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尚晓兵主持。

  宣讲团团长张珏千、副团长沈晓白、成员张华和尹瑞龙从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出发，结合检察工作作了主题为“新时代习近平

法治思想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的报告，并就如何学习好、贯彻好、宣

传好习近平法治思想展开互动交流。汪洋和尚晓兵分别作了总结

发言。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

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新时代政法事业发展

的旗帜引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围绕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

神和核心要义，结合检察实际，宣讲团的讲师们全面梳理了习近平法

治思想中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论述，深入剖析了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人民性，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

刑法修改工作，并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法治领域的创新实践和

新时代环境公益诉讼工作的健康发展作了深入浅出的解析。宣讲团

讲师们表示，法学理论研究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应深入学习习近平

法治思想，自觉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

实践者，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

  本次宣讲是宣讲团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国巡回宣讲”的第一

场。按照计划，宣讲团将扎根基层、面向基层，在全国基层单位开展巡

回宣讲。

清华大学法学院

“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国巡回宣讲”首场开讲

银校共建信用风险管理教研中心

在武汉揭牌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6月10日，中国建设银行教育学习发展中

心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建的信用风险管理教研中心在武汉正式揭

牌。中国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程远国率建行总行部门、教育学习发展

中心、湖北省分行负责人等亲临现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杨灿明，党委常委、副校长闫平，副校长邹进文，校长助理、教

务部部长李志生，学校老领导张中华教授，学校有关部门、学院负责

人、师生代表出席签约揭牌仪式。仪式由邹进文主持。

  杨灿明代表师生校友对程远国首席风险官一行表示热烈欢迎，

对信用风险管理教研中心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他回顾了银校双

方的合作历程，简要介绍了学校金融学科建设近年来取得的丰硕成

果，对中心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抢抓机遇，迎接挑战，紧盯学界和业

界前沿趋势；二是激发活力，内涵发展，锻造积极务实团队；三是提升

能力，深化融合，打造银校合作样板。

  程远国对信用风险管理教研中心签约揭牌表示热烈祝贺。他表

示该中心的成立为双方合作注入了新内涵、新动力，在深化产学研融

合方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搭建信用风险

管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平台，以产教融合为抓手，践行新金融，履行社

会责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

现新作为。

西北政法大学成立

“中国法制史与文物法研究中心”

  本报讯 记者郑剑锋 6月11日，西北政法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举行“中国法制史与文物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赵荣，陕西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利，陕

西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贾强，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

校长杨宗科等出席，副校长王健主持会议。

  赵荣介绍了“中国法制史与文物法研究中心”成立的背景和主要

合作事项，他指出，陕西是中华法系的发祥地，深入开展出土文物、历

史人物、文化遗产的法治资源研究，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

推动中华法治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杨宗科指出，学校依托在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的深厚积淀，与省

文物局合作开展中国法制史与文物法研究，是学校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中国政法大学时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标志着中国法制史与

文物法研究在西北政法大学进入了新阶段。他希望在中心的带动辐

射下，西北政法大学能够成为文物法研究学科创新的高地，成为中国

法制史与文物保护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高地，成为国家法治建设高水

平资政服务的高地，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法治文化的高地，力争用

5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国内一流、有国际影响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基地和

中国文物法高端智库。西北政法大学将举全校之力，支持“中国法制

史与文物法研究中心”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