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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歌雷十背後是古人的智慧 9逅也暗示出封古人具有了解之同情的必要 。

第五 `六雨章主要圊硗具皑匣臾事件展阴黼述 ,依璩多方史料 ,盎力後

原麽史真相 ,亟得 出舆流行就法不同的戳黠 。逼是靡 臾孽研究最基本的要

求 ,也是最蕻亘的 。作舄湘湖水利集圉道德基硭的 「何御史父子事件 J9静
寅了司焉遘雨千多年前就就遇的一句鼯 ,「 天下熙熙告舄利柬 9天下攘攮告

舄利往 」。不同的人在行勤畴有不同目的 ,因而封縻史事件遇程的勤熊研究

是所有斡眉和分析的基硭 。

镄杭封水利硅舍的研究 9包含一佃特定匾域内所有已镬水利者 `木允份

镬水利者 `未镬水利者 `直接篌水害者 `茼接镬水害者 9以及舆己缎啪的居

住者等各撰人群 o囿楹水利硅畲的逼些人群 ,随着峙固流勤和瑗境燮遛而癸

生鳟换 ,某些直接镬得水利者可能鲁燮成舆己缎踟的居佳耆 9他狎l封逼涸水

利工程的熊度自然燹生燮化 。所以 ,分峙段柬研究不同的屉史剖面就巽常重

要 。概言之 9孩研究舄镇者展示出圊脘水利工程的建敲 `稚莛而曩生的各槿

各檬的故事 9舄深化水利秕畲史的研究提供了鲍例和新的研究碱角 c

王大孽

馒旦大孽厘史地理研究中心

邱澎生 、隙 熙速褊 9《 明清法律逼作 中的榷 力典文化 》 9蔓襻 :中

央研究院 、哳铿 出版公司 92009年 969∞6亘 。

此害舄毫潸中央研究院匣史鼯言研究所胗⒛05年 10月 召阴的 「明清司法

遵作中的榷力舆文化 」孽衍研莳畲的旆文集 °所收黼文九篇 9分 「法律规簸

舆硅舍熏践 」(前五篇 )`「 槛湾生静舆法律规箭 J(後四篇 )雨儡 。岸本

美储舄此害所撰 「淳揄 J,自 各篇揄文中提悚出 「支持司法的核心儇值

溉 」`「 硅舍稷湾舆司法之固的互勤阑铩 」`f鼯鼯 `修酣 `形象 」 9舆

「西方的法律摧系舆中囡法史孛 J四大芏旨 9其研究展望颇具救示 ·

夫焉追立足融腼秘本 《珥簟肯蘩 》 9意同揭示融狮在明代拆融中所檐菖

的角色 9及其封 「惝 `理 `法 J的取擒倾向 o宫然 9仵者一夤的研究旨趣亦

得艘现 ,如就孩i号的膈耆籍葺 `文古所橼辜戾的菝生地 `文 i导黼纂时Fol和抄

本年代等渚填逐一勘定 ;徙秘本所兄 「亦缎反招之岑uJ等静 ,推榆常畴司法

蓓刿封 「泌告 J的竟容 ;徙秘本所示 「揣摩法窝心理 J的技巧 9迫耀官Ⅰ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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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松肺刍雨形象 F勺原囚 。共中 9作吝将 {法官尺曜松自lj封其心理的揣摩 」增

列朽官方封松肺夤面静偾的原囚之一的推榆未必有力 9遐不如将其涵括於萏

就 :献 Fiil凝爿犬峙 9舄连致 「揣摩法官心理 」的目的而文不掾寅 9徒增蕃剡者

迫三法律 「量筲 J的司法成本 9徙而尊致了官方封融肺的嫌悲 冖

于志嘉只刂以 《王恭毅公驳稿 》所载 (孚英官戳 )一案舄出燹黠 9展示 了

明代军役更代有 「桎 」(法律规定 )有 「攉 J(寅躞中的例外 )的熏沉 :正

卢 `贴卢之罔的输替循壕掏 「槛 J,正 F-a舆 贴卢连成私契 ,由只l鸟 卢世代充役

而止F值付冁酬 ,舄 「榷 」 ;正卢 (或 贴卢 )各支蝓替的小循瑷舄 「槛 J,

衲羲子人族藉而罩列 「覃溪支 」 ,便其世襄箪役 ,舄 「榷 」。此外 9孩文鄹

蘩明代赋役徵收制度燮化所引起的 ,「 卢 」由辞枕孽位燮舄税欲登配孽位 ,

徙而蕖致莴磨以後
「卢名不勤 」超矜普遍的琨象 ,有力地解榫了有明一代

「以旯在人名立F」 的法律规定 9和军卢 「卢名不勤代役 J的服役寅践之固

存在强力的原因 o

隙熙速螟舄稠敝地描舄了明代大儒湛若水以躞行儒者内翌外王 `础述往

墼的氟象 ,「 依法 」锺除上元繇劐公嗣的事件 ,蓝着力展睨 「汪嗣 」代理

人——签刂公祠的廓嗣世家 9如何融信仰於葳峙鄯爱 ,徙而蠃得廑泛的信累 ,

如何稠霜硅禽和政治夤源 ,以赋予孩井法祀祭以存在的可能性舆正富性等晨

畸段 「造亓申」遇程 。他舔舄 9拆毁汪嗣舄明代地方官景政稹指棵之一 ,故而

史多葩戴 °然而徙劐公硐敷百年的生存史可冕 ,上元繇的地方官景韭未汲汲

於此媛政稹 。逼究竟是地尢宫景貘得飘息的管道存在障凝 ?或是厘任官景品

性 `魄力有别 ?蘧是地方行政榷力在面封筒未封税治秩序耩成威膏的井法民

茼信仰畴的刻意收歙 ?

岸本美箱以雍正 朝 「除蔑籍 」 `渥大 「奴婢 」外延 逼雨股改革 「封

流 」 9所促勤的身份流勤舄宏翻背景 9通遇封嘉爱七年 (18m)金郯轹冒考

案的深人剖析 ,展睨了身份地位舆槛酒势力不相匹配的 「神士陷屠 J和 Γ新

典势力 J之固 ,圃硗捐考夤格的孚融 9其中也涵容了御士陷屠 内部的分裂罔

孚 °通遇其流蜴的叙述 9我髑不翳繁睨 :邂辑之缎法绣盎睨寅 9必然尊致

「戾贱 J二元界限含糊不清 ;即使中央王罹有力求 「割一 」的愆望 ,但舄使

普遍性的法律更具可操作性 9中央立法也馑以 「月艮役性强杌 逼棰内涵 「多

元 」的漂筚舄掰 ,因地制宜地封 「臭啜 」予以 「多元化 」刿定 ;槛由逼般邂

辑之不能舆制度之推勤 9使得各桓势力利用法律 「漏洞 J孚箪耷源 日超 白熟

化 9和地方官景面封此俎孚融 日盆缎舄化 ,其精果具刂使孚融各方及地方仲裁

者不徇而同地葆解泱之策脸中央榷威 9徙而淳致裁断的 「一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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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惠敏比封了清朝满漠之分尊致的奸罪麂分之别 9艟列了以潮舍舄介笪

而後生的犯奸案件 ,亚以清代民居生活寅沉之赭多面向 9解榫 「清末 」(文

中所指徇舄嘉道年固 )司法蕃刽中的奸罪蛭刑化超势 。慈菖指出 9赖文秸耩

秸颢箱寓1零碎 9如以 「族群差巽 」疑主旨 9邹下馑满 `溪二颓 (且满人奸案

多以主欺奴 舄例 ,漠 人只刂以 「威逼人致死 」倏 舄尉黼核心 ,欠 缺封比 罕

薹 ),而僧道犯奸 `簸奸等舆常人奸不同的媛型 9只刂散落於其他赭邹 (尤舆

「廓窨活勤舆犯奸 J章主题不符 );在臾料逼用上 ,糇文亦有微瑕 ,如魏繁

幅案 (夏 19⒈ 192)`林苗案 (真192)`游氏兄弟案 (亘 198)`朱四案 (真

2m)等 ,舆所在章邹主旨秸颢遥雕 .。 至胗 引用埸三案 (真 191)中兕犯的一

面之酣 ,而推揄兕案繁生的硅窖原因 ,在揄蒙古地匾活佛的金瓶掣簇後 ,忽

然蜱人西藏地匾活佛犯奸封旆 (真194-195),封 男性犯奸之重案蛏刽超势 ,

舆女性抛殡露面以葫繁犯罪相聊繁 (贾⒛2)9僧 尼演珍未被蛭刽 ,翎将此

案用以揄磴 「清末 」奸罪轾蓟 (真⒛4)9以 及封清後期 「立法徙葳 9孰法

徙轾 」(真 177`⒛6)的揄断 ,趄碣在 「立法徒蕨 」上揄璩不足 ,及舆孩文

其他箱揄矛盾等 ,皆待糸田酌 。

擘濡 (JorOmc Bourgon)梳 理 了清代 三槿法律文敲 (州惭官舆幕友手

册 `融肺秘本 `刑部法律荨家作品 )封 「契徇 」一嗣的理解 :「 契徇 」馑是

一篌弧讼主振赖以澄成的虑璩 ,是 「行政控制的工具 ,而井法律规鞔的束

源 」。此外 ,司法蕃刿封 「契徇 」所涉财崖可随意庭掰 9外加中囡 「契徇 」

的覃契 、虚耩性修群 ,以及攉琨硅畲稠胳意羲的多人簸署等肜式 ,皆舆西方

民法中以 自由 `财廑舄根基的 ∞lltraCt大相径庭 。由此 ,他迤而夤疑更具多

元意羲 `被孽人混淆使用的 「罾惯 」
—嗣 9在中囡法律史研究中的睨状 9尤

其是回慝了 「司法刿泱是否能强固化事寅而化徇舄规鞔 」的觐黠 。他的犀利

批静 ,再次引出逼佃法律史研究的 「斯芬克斯之谜 」∶蘸人之衍鼯 ?懿人之

法理 ?唯翠文界定 「法律文化 」舄法律尊家之荨莱文化 ,筒待深究 。

步德茂 (Thomas Bu。r)利 用刑科题本而得出的裁断模式 ,典此砉所收

棘成捷 (MatthCw H.№ mm∝ )之文矮似 ,然而步文亦注意到 9除葳格逋用

律例外 ,州 豚官退添加了有踟涉案罪犯 (被冠以 「光棍 」之榀 )凄惨遭遇

(犯罪葫因 )的描寓 ,以期引起上极官景封罪犯的瞵忄岗 ,及封地方砒畲夤困

失序的翮注 。

邱澎生以清代前期 「河港移民型城币 J重麦的航逗茉燹辰 舄背景 9分别

介耜了辰 `短程笪莲和辰程客逗等三踵船逗方式 9各 自所有的剐份颓型及其

庭理方式 9藉此将对渝土题舁幸至 :法律如何 回恧镫酒镇域的襞展燮化 ,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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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侗方面 9雄辟地砼成 :在州惭 自理的府面 ,司 法刽泱舆 《大清律例 》悖

黯 9i仃j倾向於依拣 「特定案件引菝甲控的贝料盯囚 」;在井州豚 自理厝雨i9

定罪景刑舆律例厄保持高度一致 o庥文以蕃徽不同所致裁断模式有刖 的秸

旆 ,楠正了黄宗智舆岸本美褚各孰—
端的既有研究 。苛刻而揄 ,除壹妻案之

蓊因 「簧霸 」舆下俪主题 「生莳 J相契合外 ,把觫文苣矜上膈 「法律规箭舆

硅窨寅践 」更舄合适 。

馘如此菩 「蕖揄 J所瀚 9上述各篇榆文便 用了萱富而 多元的史料 (奏

摺 `题本 `搐案 `街逻簿 `∶契杓 `淤蛳秘本等 )9然而 ,朗拓新史料能否耦

脘 「内畚化 」的困境 9连致楠正遇往研究 `呈琨厘史新貌的 目的 9具刂又需仰

赖方今新方法 ,以拓展新嗣野 。本苦援入 lll± 禽史 `槛湾史 `政治史等褚 多稠

角 9於路径反思 `方法探研 `主题围拓等卓有真敲 9然作舄法孽罔颊之一的

法律突研究 ,亦富勤矜思考如何以其特有的固题意谶 ,引 尊行文逼思 (而井

使用粗糙的部 F目法割分暹蛑及筒覃的法言法蒂 )9以期推遛整摧研究 。

黄宗智 、尤陈俊主褊 9《

化 》9北京 :法律出版社

趋 晶

中囡政法大孽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徙拆松楷案出蛩 :巾圃的法律 、社含典文

92009垄F916 ,4 9524≡ 氯o

槛由尤隙俊提藏 9黄宗智同意业促成 9他们二位主儡的 《徙葫融楷案出

燹 》稃脸得以面世 。本薯有畿佃觯明的特黠 ,比如尤躁俊膈舄的作者筒介 9

鼹疆者得以迅速封作者的背景及研究方向有
—定了解 ∷善末又以一篇文章舄

跋 ,便殪者可以明自逼本文集在孳衍史鍪展上的位置 9及逼一研究颌域的走

向 。黄宗智舄本善撰舄了勰括性的前雷 ,菖中回霰了自己⒛年来法律史研究

`的腔程 ,包括心熊的燮化和理念 `研究圉除的培蠢 ,以及材料的搜集和夤源

庳建立的
丿
丨青沉 ,同峙勰箱了文集收镓的13篇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