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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 · 甘棠 》事志考释到送法下乡

徐忠明

要：《诗经·甘棠》一诗，作于西周初年，原本只是一首召南百姓追念曾经施与他们恩
泽的爱民官员———召公奭的抒情诗，与“甘棠听讼 ”并无必然关联。 可是在汉儒的注疏中，原
摘

本形象抽象模糊的召公，却被建构成一个追慕王道政治理想的道德家 ，以及深入民间听讼决狱
的苦行者。召公听讼断狱，乃是《甘棠》所述之“事 ”； 召公爱恤百姓以及百姓因报恩而思念召
公，则是《甘棠》所述之“志”。但是这种具体的“事 ”与“志 ”，并非源自《甘棠 》本身的记述，而
是出于汉儒的刻意建构。汉儒之所以将二者联系起来，或许是因为这首反映周初“德教 ”政治
兴起的抒情诗，恰好与汉代儒家政治的逐步兴起吻合 ，既昭示了儒家政治理念的复活，也预示
了循吏政治实践的来临。然而从古典中国循吏的司法实践来看 ，虽然“送法下乡 ”有其自身的
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同样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 循吏“送法下乡 ”，实际上也不是一种
常规化与制度化的安排，只是一种“因人而异”的非常举措。
关键词： 甘棠； 听讼； 汉儒； 循吏； 送法下乡
在当下中国的司法话语与司法实践的语境中 ，围绕“送法下乡 ”这个问题，近来学界颇有议论，相关
学术成果也很受关注。① 如今，可以说是上有官方推波，下有学者助澜，弄得很有一些声势。 据我的初步
观察，学者热衷研究“送法下乡”的旨趣有四： 一是彰显和落实社会主义中国“司法为民 ”的政治目标，这
与国家推行的意识形态有关，也是“送法下乡 ”的正当性依据； 二是着眼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政治、经
济、社会以及文化的特殊格局，这与现实情势有关，乃是论证“送法下乡 ”必要性的理由； 三是延续红色
政权建设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传统，这似乎与论证策略有关，也是借鉴和检验“送法下乡 ”的
历史性资源； ② 其四，基于中国关怀的学术姿态，内含中国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追求。 其中，导致“送法下
乡”举措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当下中国农村地区的特殊格局。 在那里，由于地理环境的制
约，造成了交通和经济的滞后，也影响了资源和人才的流向，从而区隔了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在法律制
作者简介： 徐忠明，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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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徐忠明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明清时期中国司法构造及运作原理研究》（ 10AFX05） 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一
般项目《明清时期法律知识的传播与接受》（ GD10CFX02） 的初步成果。
① 苏力可谓代表性的学者，他所出版的《送法下乡： 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一书，影响广
泛。10 年之后，该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期间，苏力还发表了若干与这一课题相关的其他论文，“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
求”，载氏著《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0 － 119 页； “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载《清华法学》2008 年第 3
期，等等。另外，对当代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实践，也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这里不便枚举。
②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马锡五审判方式被重新激活了，也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参见范愉： “简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种
民事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其命运”，载《清华法律评论》第 2 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强世功： “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
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载《北大法律评论》第 3 卷第 2 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 61 页； 曾益康： “从政
治与司法双重视角看‘马锡五审判方式’”，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 李娟： “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的背景分析”，载《法
律科学》2008 年第 2 期。早期的研究成果则有，张希坡： 《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 198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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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的互动。就此而言，所谓“送法下乡”，不但是一种加强城乡之间法律互动的举措 ，而且也是一场以
现代法律来改造乡村礼俗的“移风易俗 ”的运动。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送法下乡 ”视为这场“移风易
俗”运动的一项日常活动。
但问题是，从宽泛角度来看，所谓“送法下乡 ”云云，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司法现象，在中
外历史上都曾有过这样的例证。比如，在一定程度上，诺曼征服之后英国出现的巡回法庭，除了在政治
上实现“法律统一”这个意图之外，同样具有方便民众诉讼的社会功效，可以说也是一种“送法下乡 ”的
实践。再如，在“勤政爱民”的政治道德指引下，古典中国也有关于“送法下乡”的话语表达与司法实践，
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重视与关注古典中国“送法下乡 ”的表达与实践，并非意欲从中借鉴什么历史
的经验教训，以为当下中国司法实践的本土资源 ，而是希望藉此展现古典中国人们表彰与推行“送法下
乡”的社会背景与内在机制。也就是说，本文的根本旨趣乃是理解古典中国的“送法下乡 ”，而非寻找可
资借鉴的本土资源。据此，本文的核心议题如下： 一是梳理古典中国“送法下乡 ”的历史脉络； 二是检讨
古典中国“送法下乡”的实践故事； 三是揭示古典中国“送法下乡”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
一、从《诗经·甘棠》事志考释说起
我们知道，经由孔子删定之后的《诗经 》，虽然只有区区三百首，但其中包罗的问题则非常广泛，涉
及宗教、政治、风俗、制度等等。面对如此广泛的议题，如何给出合理的解释，古往今来的文人学者可谓
耗尽了心血。而“诗无达诂”一言，则意味着很多问题难以达成共识。 雪上加霜的是，鉴于《诗经 》既是
一种文学样式的诗，又是一种“舆论纪事 ”的史。 不用说，对其中的“事 ”与“志 ”的诠释和考订，更是难
上加难。我想，这样的争论必将继续下去。所以，本文不拟参与这种争论。 在此，笔者仅在古今学者的
《诗经》的注疏和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甘棠》一诗指涉的“事 ”与蕴含的“志 ”进行相关的讨论，① 以期给
出古典中国“送法下乡”的早期渊源与思想倾向。
为了便于讨论，先把《诗经·召南·甘棠》抄录如下：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现在，再来稍作疏解。据我的阅读，在《甘棠》的注疏传统中，关键争论约有以下几点。
1.“蔽芾”的含义。毛诗： “蔽芾，小貌。”郑笺和孔疏皆作如此解释［1］（ P. 287） 。 对此，欧阳修提出了质
疑。他说： “蔽”是“能蔽风日”的意思，而“芾”则是树枝“茂盛”的样子。据此，所谓“蔽芾”，乃指大树茂
盛。只有这样，才能“俾人舍其下也。”②其后，这种解释似乎成了主流观点。 譬如，程俊英和蒋见元《诗
［2］（ P. 93）
［3］（ P. 1572）
经注析》释作“树木高大茂密。”
杨伯峻则说： 甘棠“为乔木，高达十公尺。”
但植物学资料
则显示，甘棠大约只有 5 － 10 米，③很难说是高大树种。然而，王夫之《诗经稗疏 》却有不同解释。 他说：
“棠、杜皆楂梨也，木色白者味甘，色赤者味酸涩，今人以接梨树者。其树高不过寻丈，叶近下生，枝刺繁
［4］（ P. 46）

密，故曰‘蔽芾’。”

所谓“寻丈”，根据唐代司马贞《史记 · 张仪列传》“索隐 ”解释： “七尺，曰寻。”
如果将唐制折换成现制，大约是两米多一点。另外，潘富俊《诗经植物图鉴 》也说： 甘棠是一种落叶灌木
［5］（ P. 45）

。这样一来，甘棠究竟是“大 ”抑或是“小 ”的树种，也就成
或小乔木，可以用作庭园树或栽作绿篱
了问题。不过，如果将“蔽芾甘棠”释作“枝叶遮盖的矮小甘棠”，仍然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解释。 因为，在
这里的“志”与“事”，不仅是指《甘棠》本身蕴含的，也是后世儒家在解释《甘棠》时有意无意添赋上去的。对本
① 必须指出的是，
文来讲，这种“添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展现了数千年来儒家学者对《甘棠》一诗的基本看法，从而形成了他们对《甘棠》蕴
含的“志”和“事”的表达传统。
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② 欧阳修： 《诗本义》卷十三·一“义解”，
“杜梨”和“棠杜梨”等的植物学介绍，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植物志》第 36 卷，科学出版
③ 关于“棠梨”、
366 － 367 页。
社 1974 年版，第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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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甘棠》一诗时，它们可能是一些幼树； 或者，那是一种相对矮小的树种，毕竟 5 － 10 米的说法，似乎
也意味着甘棠当中还有一些比较矮小的树种 。 更进一步说，把甘棠释作矮小的乔木，与我们对诗“志 ”
本身的理解，也没有什么妨碍。据此，说《甘棠》者可以不必过分拘泥。
2.“茇”和“说”的字义。实际上，将“蔽芾”释作“高大茂盛 ”与“茇”、“说”有关，必须略作解释。 郑
［1］（ P. 287 － 288）
不少学者认为，既然能在树荫下搭草
笺： “茇，草舍也； ”毛诗： “说，舍也； ”郑笺： “税，舍也。”

舍憩息，树木自然必须“高大茂盛”才有可能。这种解释逻辑，好像很难反驳。但问题是，“舍 ”字是否只
能这么 理 解？ 非 也。 孔 疏： “舍，草 止 也。 军 有 草 止 之 法，然 则 茇 者，草 也。 草 中 止 舍，故 云 茇
［1］（ P. 287）

舍。”

可见，所谓“草舍”或“舍”乃是草地休息的意思。联系起来理解，即是召公在略能遮蔽风日

的甘棠下憩息。总之，“茇”和“说”的核心意思，实际上可以落实到“憩 ”上来。 而《甘棠 》之所以用三个
不同的字来表达召公行巡途中临时憩息甘棠之下的情形 ，无疑是出于修辞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如果我
们从《甘棠》的“志”或“旨”的角度来理解，那么这种行巡途中的临时憩息，事实上根本没有必要搭建草
舍，否则反而与召公“爱民”的德性不甚切合。①
［1］（ P. 287）
3.“召伯”是谁？ 毛诗： “召伯，姬姓，名奭奭，食采于召，作上公，为二伯，后封于燕。”
鲁诗：
［6］（ P. 83）
“燕召公奭与周同姓，武王灭纣，封召公于燕，成王时入据三公，出为二伯，自陕以西，召公主之。”

司马迁《史记·燕召公世家》也有记述：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
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 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据此，所谓“三公 ”，是指周公、召公和
太公望或毕公高，②他们是周初著名的“文王四友 ”； 所谓“二伯 ”，当指周公与召公。 据此足见，召伯即
是西周初年常常与周公旦并列的召公奭 。 对此，汉儒均无异说，孔疏也是如此。 但是后世学者以为不
确，因为《诗经》中的“公”与“伯”犁然有别，不得牵混。故而他们认为，所谓“召伯 ”，应该是指周宣王和
周厉王时代的重臣召伯虎，而非西周初期的召公奭。③
或许，解决这个疑问的办法有五：
一是厘定“公 ”与“伯 ”的 用 法。 首 先，前 引“入 据 三 公，出 为 二 伯 ”似 乎 表 明，两 者 是 各 有 所
［7］（ P. 80 － 81）

指

。具体讲，就朝廷秉政的身份而言，可以称作“公 ”； 而从采邑侯伯的身份来看，则可以叫做

“伯”。其次，更可注意的是，由于《甘棠》是抒写召南民众对召公遗爱的追念，故而用“伯 ”来称呼，显然
更加符合作者的身份。再次，虽然召伯虎在《诗经 》中有被称为“伯 ”的例证； ④ 但是在其他史书中也有
被称作“公”的情形，而且多数是用来称呼召伯虎在朝廷秉政时的身份。⑤ 最后，仅仅以“公 ”与“伯 ”的
用例这一孤证来考订“诗主”的身份，在考证方法上是否得当，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我很怀疑，难道像
司马迁和“三家诗”作者等这样一些博学通儒，竟然没有一点常识而将称谓都弄错了 ？
二是《诗经》的用例。陆侃如和冯阮君曾经从《诗经 》所写“召伯 ”与“召公 ”的用例中得出结论： 凡
王夫之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 “侯伯巡行，必有馆舍。官司共事，即令入邑，何至妨民蚕桑？ 如其踞坐山麓，
① 在《诗经稗疏》中，
麏栖鸟集，不近人情，过为饰俭，不亦上下无章，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乎？ 且其听讼也，将亵服以听之乎？ 抑必服命服以莅之邪？ 弁带而
坐灌莽之间，是所谓‘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王夫之： 《诗经稗疏》卷一“召南·蔽芾甘棠”，第 47 页。王夫之的驳论，或许失之拘泥，他
似乎并没有考虑“侯伯微服出行”的可能性。从解读“诗志”来讲，过分坐实，有时也颇煞风景。另外，即使承认《诗经·甘棠》属于叙事
纪事性特强，但是我们也大可不必事事坐实。何况，《甘棠》一诗是抒情诗，它是召南民众用以抒发追念和缅怀召公“遗爱”之情，措辞
诗，
和结构显示出了婉约的风格。当然，我不清楚西周礼制是否硬性规定，公侯出巡必须穿戴“朝衣朝冠”，否则属于违反礼制的行为。即使
必须穿戴“朝衣朝冠”，难道召公就完全没有坐在甘棠树下憩息的可能吗？ 说到底，“诗经时代”离开我们已经非常遥远，而且《甘棠》的
措辞也很精炼，因此在解读《诗经》时追求细节上的确定无疑，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可能。据此，从《甘棠》一诗的基本要旨入手进行解读，
或许是一种比较可行的解释方法。
我们从《史记·周本纪》中“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的记载，可以获得
② 对此，
这样的推论。
蒋见元： 《诗经注析》，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38 页； 更为详尽的资料梳理，参见季旭升： “《诗经》研究也应走出疑
③ 参见程俊英、
古时代”，载陈致主编： 《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3 － 188 页。
考古出土的“琱生簋”也称“召白（ 伯） 虎”。铭文内容，
④ 参见《诗经》中的《小雅·黍苗》和《大雅·江汉》和《召旻》等篇。另外，
参见冯时： “琱生三器铭文研究”，载《考古》2010 年第 1 期。
《国语·周语上》、《史记·周本纪》等的记载。
⑤ 参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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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称“伯”者，均指召伯虎； 凡是称“公 ”者，都是召公奭。 具体讲，提到召伯的诗包括《甘棠 》和《小雅 ·
黍苗》、《大雅·崧高》三首，提到召公的诗乃是《大雅 · 江汉 》和《召旻 》两首。 值得指出的是，细审《江
汉》所述“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和《召旻》所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
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的行文风格和引用旨趣与提到召伯的诗句，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称呼“公 ”，似
有“敬称”的意味。因此，拿来作为区别召公奭与召伯虎的身份证据 ，可能并不合适。 另外，提到召公的
《江汉》和《召旻》两诗的语气，倒是非常相似。这是否说明了，到底是用“伯 ”抑或是用“公 ”来称呼“诗
主”身份，要看措辞的场合和旨趣，很难一概而论。
三是借助出土文物考订召公奭与召伯虎的世系 。通过考证清末出土的“梁山七器 ”的铭文，季旭升
认为： 周代早期的燕君所作铜器已将自己的祖先召公也称为召伯 。① 稍可留意的是，这一世系的叙事视
角也是基于采邑侯伯的身份。或许称“公”称“伯”在当时并没有严格的礼制约束。成康之后，凡是王室
的执政卿士都可以称“公”，享受公爵待遇。 到了孔子删定《诗经 》的时代，“公 ”称谓更加普遍，可以作
［8］
为诸侯的通称，只不过它已经不是爵称，而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尊称。另外，王畿内外均有“伯” 。
四是考订陕西和陕东的地望。 郑玄在《周南召南谱 》中写道： “周召者，《禹贡 》雍州岐山之阳，地
［9］（ P. 47）
名。”
日本学者冈村繁注曰： “‘雍州 ’是古代九州之一，今陕西省与甘肃省的交界之地。”
可见，这是一个范围不大的区域。 郑玄接着又说： “文王受命，作邑于丰。 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
［1］（ P. 264）

旦、
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职之国。”孔疏释曰： “丰，在岐山东南三百余里，文王既迁于丰，而
岐邦地空，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②如果这一解释可信，那么《甘棠》所系的召南，应该是指这一特定
区域。据此，召伯当指召公奭，而非召伯虎。当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在“二南诗 ”中，涉及江汉
地区，包括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地区显然不是西周早期所能涵盖。③ 如若
这样，那么《甘棠》中的召公，也就只能是指召伯虎了。④ 然而，这一结论来得可能有些草率。 因为早在
成王时期，已有“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 ”的记载（ 《史记 · 周本纪 》） 。 这恐怕是难以辩驳的事
实。陈致也说： “召公曾经到南方视察或征伐诸国。”又说： “召公的后代其他召公也曾经略江汉。”⑤ 可
见，周人巡行、征服、经营江汉地区，历时颇久。
五是理清召公奭和召伯虎为政功绩的基本特点 。毫无疑问，召公奭和召伯虎都是周代名臣，也是西
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可谓功在社稷，故而民众作诗追念他们，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司马迁
《史记·燕召公世家》对召公奭的总评是一个“仁 ”字。 在儒家思想脉络中，“仁 ”的核心就是“爱 ”； 而
且，这种“爱”是惠泽民众的。在政治上，我们可以用“仁政”或“德政”⑥来概括，用以指称“爱民 ”的政治
实践和政治理想。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召公才得到了被爱者 （ 百姓 ） 的追念，这无疑是道德情感

载陈致主编： 《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1
① 参见季旭升： “《诗经》研究也应走出疑古时代”，
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样是考证“梁山七器”的世系记载，也有学者认为： “召伯并非召公”。参见何幼琦： “召伯其人及其家世”，载
《江汉考古》1991 年第 4 期。
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版，第 264 页。相关召公采邑地望的考证，也见王彩梅： “召公奭与西周燕国的
②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建立”，载《北京社会科学》1994 年第 3 期。
傅斯年指出： “记南国开辟事最早见者是‘昭王南征不复’，其前在成康时如何形状，现在全无明文可见。”参见“《诗经》讲
③ 例如，
义稿”，载《傅斯年全集》第 2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8 页。
参见季旭升： “《诗经》研究也应走出疑古时代”，载陈致主编： 《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④ 具体资料，
版，第 183 － 188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8 页。关于“二南诗”地望的详尽考证，参见同
⑤ 陈致： 《从礼仪化到世俗化： ＜ 诗经 ＞ 的形成》，
书，第 234 － 259 页； 另见季旭升： “《诗经》研究也应走出疑古时代”，载陈致主编： 《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版，第 194 － 199 页。
他说“仁政”是“爱人利物者”； 而“德政”则是“利泽施民者”。参见徐元瑞： 《吏学
⑥ 徐元瑞对“仁政”和“德政”作了微妙的区别，
指南》（ 外三种）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9 页。事实上，这种区别的意义不大，因为“仁政”或“德政”的根本要义，都是用以表达
“爱民”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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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报”； 其中，可能还包含着一定的宗教意味或宗教情感 。① 总之，它与《甘棠 》蕴含或表达的“志 ”可
谓若合符节。至少，在汉儒以来关于《甘棠》一诗的注疏系统中，基本上是这样来理解和解释“诗志 ”的。
当然，读者可能要问： 此乃因为司马迁已经认定《甘棠 》中的召伯是召公奭，所以得出上述结论并不困
难； 而且在方法上，属于循环论证。但是，倘若认定《甘棠 》缅怀的对象是召伯虎，那么我们也就只能得
出召伯虎的为政特色同样也是一个“仁”字。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似有必要另谋解决问题的出路。
4.《甘棠》的旨趣。西周得以兴起的原因，实际上与文王和周公等人重视和推行德治教化深有关
系。笔者姑且以《史记》为例证： （ 1） “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 2）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
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
‘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 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到了西周初年，这种“德教”进程还在不断推
进。故而（ 3）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4） “成王
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 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 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
兴。”以致于出现了（ 5）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② 以及 （ 6） “成王在丰，天下已定，周
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 》，官别其宜。 作《立政 》，以便百姓。 百姓说。”③ 可见，这是一个因推
行德教而百姓向化的时代。就此而言，郑玄《周南召南谱 》所谓： “文王受命，作邑于丰。 乃分岐邦周召
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
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犹纯。 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 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
南； 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 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恰好与《甘棠 》的旨趣吻合。 易言
之，我们只有将《甘棠》一诗置于西周初年这种“德教”的政治语境中来把握，才能真正体会《甘棠 》蕴含
的“志”或所要表达的“旨”。
作为比较，我们可以再来考察一下召伯虎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 。 实际上，到了昭王时期，西周已经
逐渐出现了颓势，朝政也出现了日趋败坏的局面。《史记·周本纪》有如下记述： （ 1） “昭王之时，王道微
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 2） 穆王之时，继续表现出“王道衰微 ”的景象，其结果是“诸侯有不
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3） 厉“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 ‘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
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到了“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而
且导致了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 厉王出奔於彘 ”的可悲结局，于是“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
和’。”（ 4） 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周公和召公“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
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但是“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太原。 仲山甫谏曰：
‘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不烦多言，召伯虎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王道 ”持续“衰微 ”的时
代，也是一个诸侯“不睦”和国人相继“反叛 ”的时代； 其间，虽然召伯虎等人在修复王道政治的“遗风 ”
上作出了努力，但是已经难以挽回这种“由盛而衰”的局势，即使借助“刑辟”也是如此。
然而，仍有学者坚持认为，在“周衰楚盛 ”的格局下，“召伯虎之功不得保持，国人思之 ”，从而作了
《甘棠》之诗。④ 陈俊英、蒋见元也同样认为： “召虎辅助周宣王征伐南方的淮夷，老而从平王东迁，颇著
［2］（ P. 38）

功绩，人们作《甘棠》一诗怀念他。”

虽然这种解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起来，还是略嫌

牵强。倘若比较一下被人们视为叙述周宣王命令召伯虎征伐淮夷的《诗经 · 大雅 · 江汉 》一诗，即可清
楚看到，它与《甘棠》的内容和风格迥然不同； 换言之，以《甘棠》那种非常婉约的语词与柔和的节奏来怀
对召公之“报”可能还包含了宗教意味或宗教情感，是因为，其一，“报”的原意乃是祭祀神鬼和祖先； 其二，在下
① 笔者之所以说，
面将要讨论的“孔子论诗”中，民众对召公之“报”也蕴含着宗教情感； 其三，在下文提到的那些将“甘棠”视为“社树”的解释中，这种意味
也就更加鲜明。关于“报”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意义的详尽考释，参见杨联陞： 《原报》和《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载氏著《中
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 － 10 页，第 49 － 74 页。
② 以上五条摘自《史记·周本纪》。
③ 这条摘自《史记·鲁周公世家》。
载《傅斯年全集》第 2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3 页。
④ 傅斯年： 《 ＜ 诗经 ＞ 讲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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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位征伐淮夷的重臣召伯虎，实在是很不相宜。 与此相反，如果用来抒发召公在推行“德教 ”过程中
蕴含的“爱民”情意，以及民众对于这种“遗爱 ”的感念之情，那么《甘棠 》一诗的风格———措辞和韵律，
确实是让人感到回味无穷。对此，我们只要从“勿伐”、“勿败 ”以及“勿拜 ”的不同字义中稍作体察，也
就可见一斑了。清人方玉润曾经指出： “他诗炼字一层深一层，此诗一层轻一层，然以轻而愈见其珍重
耳。”①这一说法很有见地。当然，如若意欲了悟其中的奥妙，那就必须仔细解析“伐”、“败 ”和“拜 ”三字
［10］（ P. 44 － 45）
； 程俊英和蒋见元释作： 砍伐、摧毁和
在《甘棠》中的用法。陈子展分别释作： 斫伤、敲击和攀扒
拔掉。② 两说相较，前者见长。从中可以让读者体贴出作者对毁伤“甘棠”的情感层次，虽然毁伤一层轻
于一层，但是作者珍重“甘棠”的情感却是一层深于一层。 这种修辞上的微妙对比，就取得了一种相反
相成的抒情效果。换言之，民众因召公的“遗爱”而感念他，从而产生了“爱屋及乌”的情感，以致对任何
毁伤“甘棠”的行为都予以禁止，诚可谓爱之愈深，禁之愈严。
通过上述简要的考证和梳理，综合起来，笔者以为《诗经 · 召南 · 甘棠 》一诗，作于西周初年，那是
一个推行“德教广被”的时代，也是一个百姓向化的时代，更是一个被后世儒家所极力推崇和赞美的“王
道兴盛”的时代。而“德教”的情感基础，则是“爱民 ”。 正因为召南民众深受这种“爱民 ”的滋润，也感
念这种“遗爱”的恩惠，故而作《甘棠》一诗来缅怀这个曾经施与他们恩泽的爱民官员 ———召公奭。
二、从《诗经·甘棠》到送法下乡
经由前面的考释，我们可以看到，在《甘棠》一诗中，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叙述“送法下乡 ”的事迹，可
以说一点影子都没有，而只是简单描述了召公在略能“遮蔽风日 ”的甘棠树下憩息的情形，以及抒发民
众禁止毁伤甘棠树的情感。至于召公为什么在甘棠下憩息？ 百姓又为什么禁止毁伤甘棠？ 对于个中原
因，仅仅凭借阅读《甘棠》本身，恐怕是弄不清楚的。据此，要想把《甘棠》与“送法下乡 ”联系起来，无疑
还要考究后世儒家学者的注疏，以期领略他们对“送法下乡 ”的表达与态度。 就此而言，《甘棠 》一诗的
叙述究竟是否属实，说到底，这并不是本文特别关心的重点。 之所以笔者在上面费了不少笔墨予以考
订，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甘棠》事志出现变化的脉络和原因。 总之，本文的旨趣乃是，追
溯一下古典中国“送法下乡”的思想表达，以及汉魏以降的司法实践。
1.《甘棠》注疏与送法下乡的关系。 实际上，早在孔子“删诗 ”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援引和解释《诗
经》的传统，只是我们对这一解释传统的细节尚不清楚 。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对孔子“删诗”和“论诗 ”的
活动，肯定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查考《左传》一书，我们可以读到三次对《甘棠 》的“引诗 ”或“赋诗 ”
的记载，这是“诗教”的早期例证，可是丝毫没有见到《甘棠 》与“听讼折狱 ”有何关联。③ 删定《诗经 》的
孔子，对《甘棠》倒是情有独钟，曾经多次提到《甘棠》一诗。请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记载：
第 10 号简： 《关雎》之怡，《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 》之
思，《燕燕》之情，曷？ 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第 13 号简： 《甘［棠］》……
李先耕点校，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02 页。另见乔秋颖： 《〈诗经·召南·甘棠〉“拜”字解》，载《古汉语
① 方玉润： 《诗经原始》，
研究》2003 年第 2 期。
蒋见元： 《诗经注析》，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39 － 40 页。顺便一提，正是由于程俊英和蒋见元将“伐”、“败”以及
② 参见程俊英、
“拜”分别释作“砍伐”、“摧毁”和“拔掉”，也即对于“甘棠”的毁伤越来越重，所以他们才会批评方玉润“长于分析，短于训诂，盲从宋儒
之说，故有此失。”同书，第 39 页。
③ 请看如下记载： （ 1） 襄公十四年（ 公元前 559） ： “秦伯问于士鞅曰： ‘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 ‘其栾氏乎！ ’秦伯曰： ‘以其汰乎？’
对曰： ‘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 ’秦伯曰： ‘何故？’对曰： ‘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 栾
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 2） 昭公二年（ 公元前 540） ：
“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
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 ‘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 ‘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 ‘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
（ 3） 定公九年（ 公元前 501） ： “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 ‘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
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子然无以劝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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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号简： ……及其人，敬爱其树，其褒厚矣。《甘棠》之爱，以邵公……。
第 16 号简： ［《甘棠》之保（ 报） ，敬］邵公也。《绿衣 》之忧，思古人也。《燕燕 》之情，以其
笃也。
第 24 号简： ……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
［11］（ P. 139 － 154）
所为，恶其人者亦然。
首先，必须说明： （ 1） 征引的文字已经学者的隶定和订补 ； 其中，方括号里的文字，即是订补的内容。
［12］、［13］
（ 2） 第 15 号简之前尚有与第 13 号简连续的文字，学者推测可能是“《甘棠 》思及其人 ……”
这样
的句式。其次，孔子心目中的《甘棠》的“志”或“旨 ”，与《左传 》的解释非常切合，应该说是同一历史语
境下的产物； 或者说，孔子的解释基本上延续了《左传 》的传统。 仔细审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心
目中的《甘棠》一诗，凸显的是召公之德以及百姓对于召公之德的敬和报，而且召公也因此得以进入庙
堂，享受人们的祭拜，从而获得了宗教意义，所谓“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即是证据。 更可注意的是，
孔子论诗，与《孔子家语》的记载也颇一致。 这说明了，被人们视为“伪书 ”的《孔子家语 》，并非完全出
自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另有所据。在《孔子家语 · 庙制 》中记有： “孔子曰： ‘……《诗 》云： 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召伯所憩。 周人之于召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 尊 奉 其 庙
［14］（ P. 203）
焉？’”
同书《好生》也有类似记载： “孔子曰： ‘吾于《甘棠 》，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
［15］（ P. 62）
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它们与第 24 号简的内容和语气，何其相似乃尔。① 这且不说，除了强
调《甘棠》一诗的“德教”功能之外，它们丝毫没有涉及召公“听讼折狱 ”的故事。 在《论语 · 阳货 》中，只

是笼统提到： “子谓伯鱼曰：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
与？’”同样与召公“听讼折狱”没有任何关系。据此，朱渊清的以下论断值得我们留意 。
孔子《诗》说，准确把握诗之本旨。…… 当诗本身涉及或反映历史时，孔子对诗的评价建
筑在历史真实基础上，并不牵合索引。《甘棠 》表现的是百姓敬仰召公，对召公昔日所息憩的
甘棠树也爱护有加； 召公昔日关爱百姓，百姓对他的这份敬爱，也就是孔子概括的“报 ”。 在真
实的基础上，孔子更把审美的诗引向善的境界 ，把诗的旨意提升到道德义理的高度，以强调诗
［12］

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
就此而言，后世儒家将《甘棠》一诗与“召伯听讼 ”联系起来的解释，不但溢出了《甘棠 》本身的叙事
范围，也超越了现存“孔子论诗”以及其他“引诗”或“赋诗”的史料范围。一句话，就目前存留的先秦史
料来看，尚未见到《甘棠》一诗与召公“听讼折狱 ”之间有何关联的记录和解释。 顺便指出，笔者通过检
索先秦诸子的著述，尚未找到解释《甘棠》一诗的详尽记载，只好付诸阙如。
那么，这种“关联”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建立起来的呢？ 我猜测，这一“桥梁 ”是由汉儒特别是今文
经学搭建起来的。请看西汉初申公培所作《鲁诗》的相关资料：
（ 1）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 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 自侯伯庶人各
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甘棠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 》之诗。 又
曰： 《诗》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 2） 《传》曰： “……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
焉。陕间之人各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
（ 3） 当农桑之时，重为所烦劳，不舍乡亭，止于棠树下，听讼决狱，百姓各得其所。 寿百九
［6］（ P. 83 － 84）
十余乃卒。后人思其德美，爱其树而不敢伐，诗《甘棠》之所为作也。
就《鲁诗》来看，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这种解释的本事，或许来自《诗经 · 召南 · 行露 》的启发？ 因为

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 引据王先谦撰，吴
① 这与《鲁诗》征引“孔子曰： ‘吾于《甘棠》，
格点校： 《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83 页） 也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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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露》所述，即是召公“听讼折狱”①之事，且紧挨着《甘棠》之后。但是无论如何，《鲁诗》已经将召公与
“听讼决狱”联系了起来，并与“甘棠”这一特定地点也联系了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资料点出了召南百
姓爱敬和思念召公的根本原因，一是不妨农事和爱惜民力，二是通过“听讼决狱”以使百姓“各得其所 ”。
倘若这一解释可信，那么我们只能说，召公的“听讼断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与儒家的司法理想
吻合。到了文景时期，在辕固生《齐诗》和韩婴《韩诗》中，则进一步把召公“听讼决狱 ”背后隐藏的道德
因素和爱民情结揭示得更加清楚了 。我们分别征引如下：
（ 4） 《齐说》曰： 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职，常战慄恐惧，故舍于树下而听断焉。 劳
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是故《周南》无美而《周南 》有之。 又曰： 古者春省耕以补不足，秋省
敛以助不给，民勤于财则贡赋省，民勤于力则功业牢。为民爱力，不夺须臾，故召伯听断于甘棠
之下，为妨农业之务也。
（ 5） 《韩说》曰：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 召伯曰： “嗟！ 以吾一身而劳
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 召伯暴处原野，
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家给人足。 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
税赋繁数，百姓困之，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公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 》曰： “蔽芾甘
［6］（ P. 84）
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不烦细说，在《齐诗》和《韩诗》的注释脉络中，原本形象比较抽象、比较模糊的召公，已经被建构成

一个时刻怀着“战慄恐惧”之心追慕“圣人之志”的道德家，也被塑造成一个经常不怕“劳身苦体 ”（ 所谓
“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和“暴处原野，庐于树下”者是） 深入民间听讼决狱的苦行者。一句话，召公听
讼断狱，乃是《甘棠》所述之“事”； 召公爱恤百姓以及百姓因报恩而思念召公 ，则是《甘棠 》所述之“志 ”。
然而，这种具体的“事”与“志”，并非源自《甘棠 》本身的记述，而是出于汉儒的刻意建构。 这恰好印证
［16］（ P. 3 － 9）
了顾颉刚所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的见解，似乎越是晚出的史料，讲得越是翔实。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究竟是历史事实的记载呢？ 抑或是道德理想的表达？ 我们转而来看司马

迁《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记载：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 自侯伯至庶人各得
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甘棠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召
公奭可谓仁矣！ 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这一记述，与前引《鲁诗》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而对召公政绩给予“仁 ”的评价，也与儒家追求的政
治理想完全一致。如果将其置于汉代儒家化的政治语境和思想脉络当中进行考量的话 ，那就意味更为
［17］（ P. 361 － 368）

。对此，笔者下文再议。可是，关于召公“听讼决狱 ”的记载，是叙述事实呢？ 还是表达
理想？ 无论如何，从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和唐代孔颖达《诗经正义》提供的相关资料与文献线索
深长

来看，我们可以推断，《甘棠》确确实实已经成为古典中国“道德政治”与司法实践的经典范例。 譬如，汉
［18］（ P. 94 － 95）
。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
代刘向《说苑·贵德》即以《甘棠 》为例，展开他对“道德政治 ”的阐述
《甘棠》的本事属于史实还是虚构，它所展现出来的司法精神，倒是与汉代以降历代循吏的司法实践非
常一致，也符合“送法下乡”的特征； 可以这么说，召公“暴处原野，甘棠听讼”的活动，可谓古典中国循吏
“送法下乡”的先声。这样一来，汉儒《诗 》说，似乎给那时正在逐步兴起的循吏“德教式的 ”司法实践，
既奠定了道德基础，也提供了理论依据，甚至还树立了可以追慕的榜样。
2.《甘棠》与司法实践的另类解释。 前面关于《甘棠 》一诗“事志 ”的考释，是在比较主流的注疏传
统中给出的分析； 实际上，还有一些虽然不太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却有特殊意义的考释。例如，闻一多
召伯听讼也。”另外，从《行露》的诗句来看，也像是“男女对讼之辞”。参见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中华
① 《毛诗序》说： “行露，
书局 1983 年影印版，第 288 页。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这里将《行露》抄录一下： “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谁谓雀无角！ 何以穿我
屋？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狱？ 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 何以穿我墉？ 谁谓女无家！ 何以速我讼？ 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

政 法 论 坛

74

2011 年

在《诗经通义·召南·甘棠 》中就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解释路径。 第一，古者立社必依林木。 例如
《周礼·大司徒》记有： “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又如《墨
子·明鬼》也有： “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以为宗庙，必择木之
修茂者立以为丛社。”第二，断狱必折中于神明。 由于社木为神明所凭依，因此听断必于社。 譬如《尚
书·甘誓》所谓： “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明鬼》释作： “赏于祖者何也？ 言分命之均也。 僇于社
者何也？ 言听狱之衷也。”第三，甘棠是南国的社木，所以召公在此听讼决狱。 可资佐证的是棘树和槐
树，同样是社木，因此也有其下听讼的故事，比如《初学记》卷 20 引《春秋元命苞》“树棘槐，听讼于其下”
即是例证。第四，古者听讼尚无专职官员。 除了大司寇和诸大夫可以听讼折狱之外，身为“三公 ”的召
［19］（ P. 173 － 175）

伯同样可以参与听讼决狱

。另外，在《诗经·王风 · 大车 》的“鲁诗传 ”和“郑笺 ”中，都提到

［6］（ P. 330）
了“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国而决男女之讼 ”
的传统，这或许说明了听讼决狱并非大司

寇等的专职。
闻一多的研究确实别具卓识，而且对于学者重新考释《甘棠 》的“事志 ”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例如，
由于受到了闻一多的启发，晁福林对《甘棠》一诗作出了如下解释： （ 1） 事情的原委应该是，人们由敬仰
召公而爱屋及乌，延及爱护甘棠之树，所以诗人才会写出“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之语； 甘棠因召公而被
保护，也因茂盛异常而被视为社神之树 ，从而与闻一多的“先有社树甘棠，再有召公听讼之事 ”的分析路
径相反。（ 2） 征引“上博简”第 16 号“《甘棠》之保 （ 报） ，敬邵公也 ”之句之后认为，这里的“报”，不单是
百姓对于召公的报德，而且是对于社树（ 甘棠） 的报祭。这一论断，同样展现出了“《甘棠》之报 ”的宗教
意义。（ 3） 联系“上博简”第 24 号“吾以《甘棠 》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 ”； 以及《孔
子家语·好生》“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的记载，以期
［13］

在甘棠的世俗情感与庙堂的宗教信仰之间建立某种内在的关联

。 因为晁福林改变了闻一多的研究

方向，故而对于《甘棠》的考释没有提到“社木听讼 ”之事。 再如，在《先秦社祀研究 》一书中，魏建震写
道： “《诗经·甘棠》，颂扬的是召伯在甘棠树下‘决狱政’，甘棠为‘修茂 ’的社木，决狱必须在社木之下，
［20］（ P. 261）

凭借社神的威严，使两造甘心接受处罚。”

可见，魏建震的研究路数与闻一多非常一致，虽然在

行文中没有提到闻一多《诗经通义》一书，在参考文献中同样没有列出。
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在神社听讼，固然没有疑问。① 但是将《甘棠 》释作“社神听讼 ”的理据究竟
是否充分呢？ 尚待进一步考究。第一，在上引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一概没有提供甘棠是社树的文献证
据。笔者觉得，如果存在这样的证据，他们应该如实提供才对。另外，笔者初步检索了先秦文献，同样没
有找到这样的记载。据此，以上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旁证类推而来，而并非来自直
接证据。第二，笔者猜测，他们将召伯甘棠之下听讼与社树联系起来论证的原因 ，恐怕是受到了汉儒注
释《甘棠》的启发。换言之，既然汉儒已经将《甘棠》解释为叙述“召伯听讼 ”之事，那么只要加上先秦时
期确实存在的“社树听讼”的其他证据，得出召伯在社树———甘棠下听讼的结论，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事情。但问题是，先秦文献本身并没有讲到过召伯甘棠之下听讼的事迹。 另外，几乎所有《甘棠 》的注
释都认为，甘棠之所以受到百姓的敬爱，是因为召伯曾经在甘棠下憩息，不论“憩息 ”的原因究竟是什
么。与此相反，从来也没有一条资料因为甘棠是社树 ，才受到了民众的敬爱，召伯也才受到了民众的思
念。第三，倘若甘棠是社树，那么召伯的听讼断狱，就不可能是巡行途中的行为，也不可能是临时搭建草
舍，更不可能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以及“暴处原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
倍力以劝。”理由很简单，因为社树必定种在相对固定的地点 ，而且还有可能建有相应的馆舍。 当然，先
秦建社的地点非常复杂。如果是建在都城之内，它就比较固定，且有相应的馆舍； 倘若是建在都成之外
载《比较法研究》1994 年第 2 期； 另见徐忠明： “‘灋’的故事： 早期
① 参见徐忠明： “神话思维与中国古代法律起源若干问题释证”，
中国司法的起源与理念”，收入氏著《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7 － 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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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 206 － 214）
。
的郊野，那么田野、河流、山冈和丛林等地均有可能
综合上述三点分析，我的结论是，首先，如果召伯在社树———甘棠下听讼决狱的论断能够成立 ，那么

先秦两汉以降对于《甘棠》一诗的解释系统必将彻底崩溃。 当然，我们也不必为这种崩溃感到惋惜。 因
为这些解释确实存在“建构”的痕迹，故而解构这一解释系统，进而创建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解释系
统，正是学术创新的目标。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甘棠》所谓的“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的叙事
逻辑，也不可能存在。这是因为，其中的“勿剪勿伐 ”的前提，乃是“召伯所茇 ”。 它的叙事逻辑是，因思
念召伯而爱护甘棠； 而它的抒情逻辑则是，用爱护甘棠来表达缅怀召伯之情。 倘若“勿剪勿伐 ”是因为
甘棠是社树（ 神树） ，那么“召伯所茇”的叙事逻辑就瓦解了。其理由是，社树原本就是神圣的，爱护它也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必要与召伯联系起来。 如果一定要与召伯勾连起来，那就可能出现“召伯所
茇”是指召伯的灵魂所憩； 易言之，甘棠乃是召伯灵魂的安息之所。 接下来的问题是，何以召伯的灵魂
安息在甘棠上呢？ 这有两种可能： 一是百姓为了纪念召伯，而种栽了社树甘棠，然而这与召伯甘棠听讼
无关； 这样一来，汉儒和闻一多等学者的解释都不可能成立 。二是由于召伯曾经在社树甘棠下听讼，以
致召伯死后，他的灵魂就安息在社树甘棠上了 ； 由此，甘棠就受到了百姓的爱护。但是，鉴于前面已经说
过，甘棠作为社树，先秦文献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 而且，如果汉儒的解释虚妄，那么建立在他们启发上
的闻一多诸人的考释，同样属于猜测之辞，毕竟《甘棠》一诗本身没有提到召伯听讼之事 。
就考证方法而言，汉儒和闻一多诸人均有问题。 他们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得出《甘棠 》
一诗是叙述召伯听讼的结论，其实都是推测之辞，是难以信从的。 对于本文来讲，重要的不是《甘棠 》叙
述的事实究竟怎样，而是汉儒建构起来的解释系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古典中国“送法下乡 ”的表
达传统。
现在，我们可以从《甘棠》的表达，转向考察循吏“送法下乡”的实践。
三、从循吏德教看送法下乡的实践
从汉儒的《甘棠》注疏中，我们可以发现古典中国政治文化史的两个拐点 ： 首先，汉儒将《甘棠 》的本
事看作召伯的听政决狱，那恰好是商周鼎革与周初“王道政治 ”逐步兴起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
特征，就是倡导和推行“德教”，重视政治活动负载的“移风易俗 ”的功能。 就《诗经 》而言，既是“王者之
［21］（ P. 192）
迹”的记录，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
之句，可谓绝佳例证； 也是
“民之父母”的颂歌，从《诗经》所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 ”以及“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① 中，可以获得佐
证。概括说来，用以支撑“民之父母”的政治理念的基础在于： 其一，是“家国同构 ”的社会政治，将宗法
家族拓展为国家组织； 其二，是“仁爱”的道德情感，把“亲亲之仁 ”的自然情感转变为“民为邦本 ”的政
治理念。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格局，虽然经历了春秋战国以至秦代的诸多改造 ，但是通过汉代的反拨，仍
然被维持了下来，从而成为古典中国政治与法律的根本特征 。虽然谭嗣同所下的“二千年来之政，秦政
［22］（ P. 54）
也，
皆大盗也； 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的评断，合乎史实； 但是先秦儒家提倡“民本 ”与
“仁爱”的思想，同样是古典中国的政治理想，不能一笔抹杀。 在总体上，它是一种儒法政治的构造与实
践。而就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理想的官僚类型来讲 ，可以用“儒吏”两字来表达。② 大致上，本文所要讨论
的“循吏”，是指虽然偏重“德教”，但是对于法律和事务也不偏废的官僚类型 。

学者以为： “它可能是歌颂周王的诗，但不知所指何
① 参见《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和《大雅·泂酌》。关于《南山有台》一诗，
王。”参见程俊英、蒋见元： 《诗经注析》，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483 页。至于《泂酌》所指，《毛诗序》认为：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
有德，向有道也。”但是，也有异说。参见王先谦撰，吴格点校： 《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903 页。不过，如果《毛诗序》之
说可信，那么《泂酌》的“诗志”恰好可以用来印证召公的政治理想。
我们借用《元典章》的用语来表达。具体是指： “行义修明，文笔优赡，深通经史，晓达事务，可以从政”； 或者对选拔
② 所谓“儒吏”，
的秀才来讲，“务要洞达经史，通晓吏事”； 对吏员而言，必须“通明法律，熟娴吏业”。参见《元典章》吏部卷之六“儒吏”，中国书店 1990
年影印版，第 197 页。总之，所谓“儒吏”也者，是指那些行义与事务，经史与法律兼备的官员，既不偏重行义和经史，也不忽略事务和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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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汉儒将《甘棠》的本事看作召伯“爱民 ”和“德教 ”的一环，可以说是汉初陆贾提出“诗书政
治”①的延伸，既昭示了汉代儒家政治理念的复活 ，也预示了汉代循吏政治实践的来临 。 班固在《汉书 ·
循吏列传》中写道：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
下帅，民作‘画一’之歌。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至于文、
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
化。”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从秦代“法治”到汉代“德教”的政治变迁，而且与汉儒“三家诗说 ”正好处在同
一时期。具体而言，循吏的政治品格，可以用“爱民”来概括； 而其基础，则是“民之父母 ”的身份意识； 循
吏政治的核心要素，乃是“富民教化”与“政平讼理”。② 实际上，在历代《循吏列传 》的记载中，对于循吏
［23］（ P. 73 － 119）
； 甚至“父母官 ”的称
的赞誉，同样是用“民之父母”和“吏民怀爱 ”之类的情感措辞来形容的
③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也可以追溯到汉代的循吏，比如“前有召父，后由杜母 ” 即是例证。 不用说，这
谓，
些都与《甘棠》的“三家诗说”对于召公形象及其听政决狱特征的刻画和颂扬 ，可谓若合符节。

1.“送法下乡”的案例和解读。在这样一种政治语境中，古典中国循吏的司法实践，就不仅是一种
解决纠纷的手段，而且也是一个“德教”的环节； 而其终极目标，则是建构“和谐”或“无讼”的社会秩序。
我们来看《后汉书·循吏列传》的记载：
仇览选为蒲亭长。……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 览惊曰：
“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 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耳。 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
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 ”母闻感悔，涕泣而去。 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
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 元卒成孝子。 乡邑为之谚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
生。”
从纠纷解决的整个过程来看，我们没有见到法律的影子； 恰恰相反，其所凸现的是道德教化和人情
感化，也就是基于“仁爱”的教化。在仇览看来，发生母子诉讼案件，乃是“教化未及 ”所致。 可见，核心
问题仍然是“教化”。因此，谢承特别提到了《孝经 》一书在本案解决中的作用。④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
官员所做的工作，乃是了解“致讼 ”的原因，通过留意体察两造的生活境遇———比如“庐落整顿，耕耘以
时”，来断定被告陈元不是“恶人”； 原告由于“守寡养孤，苦身投老”的孤苦生活，而提起了本不应当的诉
讼。值得注意的是，教化的原则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具有情境性和个案性的特点，所要处理的不
是“争点”的实事本身，而是“争点”背后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 就本案而言，则是母子之间的情感关
系和伦理关系； ⑤因此，仔细了解两造的生活境遇，显得尤为重要。另外，教化面对的是“人情 ”秩序或文
化秩序，故而不能一概诉诸法律。据此，仇览觉得不应该轻率地将法律拿出来，径直判定陈元犯有不孝

参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记陆贾与刘邦关于“诗书治国”的对话。
顺便指出，在传统中国官员的类型中，尚有“廉吏”、“能吏”和“良吏”这些与“循吏”比较相似的类型。其中，“廉吏”凸显的是
“清俭不贪”，“能吏”的特征是“抱功修职”，“良吏”强调的是“政尚宽和，人怀其惠”的特点。就此而言，“良吏”与“循吏”最为相似。参
见徐元瑞： 《吏学指南》，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 页。实际上，虽然徐元瑞的分类颇有价值，但是这一分类只有宽泛意义，因为
古人往往将它们混用，区别并不严格。参见徐忠明： 《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82 － 85 页。
而《后汉书》则称杜诗为“杜母”。《后汉书·杜诗传》则有“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的说法。钱大
③ 《汉书》已称召信臣为“召父”，
昕认为： 将州县长官称为“父母官”，是北宋开始流行起来的。参见氏著《十驾斋养新录》卷十“父母官”，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7 页。所谓“民之父母”的提法，至少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参见张丰乾： 《 ＜ 诗经 ＞ 与先秦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0 － 182 页。另一方面，“父母官”还有“牧民官”、“字民官”和“亲民官”等称呼。徐元瑞解释说： “牧民官，司养百姓曰牧民。盖牧者，
能守养之义，路府诸州是也。字民官，爱养百姓曰字民官。盖字者，抚也，表司县抚育养民也。亲民官，临民之官曰亲。盖亲者，爱也，取
爱养兆民之义也。”徐元瑞： 《吏学指南》，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可见，名称虽然各有差异，但是核心要义却基本相同，都
有“爱养百姓”的意思。清人袁守定在“官称父母”中说： “州县非他，父母也； 所莅非他，吾子也。官之与民，何等亲切。但以官自居，而以
民视民，失父母斯民之意矣。”氏著《图民录》卷一，收入《官箴书集成》第 5 册，黄山书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183 页。
”后来，羊元改悔，而成佳士。参见《后汉
④ 谢承所记与《后汉书》稍异。略谓： 仇览“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
书·循吏列传·仇览传》引注。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480 页。
参见袁守定： 《图民录》卷二“骨肉兴讼当有以感动之”和“扶持伦纪”两条，收入《官箴书集成》第 5 册，黄山
⑤ 这方面阐述与事例，
书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201 － 202 页。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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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罪。按照汉律的规定，不孝是重罪。① 在本案中，仇览经由日常言语的道德教化和人情感化，致使陈
元的母亲“感悔，涕泣而去”，了结诉讼，应该是撤诉。 这还不够，仇览亲自到陈元家里，与母子饮酒，这
是拉近司法官员与两造的关系，营造一种“如家人父子然 ”② 的亲切氛围，以便进行道德教化和人情感
化。仇览“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一句，在我看来，“人伦孝行”涉及母子情感和孝慈伦理； 而“祸
福之言”，则关乎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属于“神道设教 ”的做法。 在某种程度上，“祸福之言 ”可能要比
道德教化和人情感化来得有效，对于小民百姓尤其如此。也因此，仇览在解决纠纷时不失时机地利用了
这一文化资料，最终的效果也非常理想。这是因为，汉代以来，外来佛教和民间道教的祸福报应观念已
经开始流行，所以，对于缺乏儒家经典教育（ 儒家也有“报应”思想） 的小民百姓来说，它们的影响应该不
小。在前引谢承所记同一故事中，仇览拿着《孝经 》亲临两造之家，并让被告“诵读 ”，以期有所感悟，凸
显的固然是“德教式的”司法，但是倘若母子拒不听从《孝经 》的教化，那么是否法律也将提出来呢？ 换
言之，在“德教”不能奏效时，那么法律是否将被作为解决母子纠纷的依据呢 ？ 如果是，那么这是否也可
以被视为“送法上门”的故事呢？ 我觉得，我们不必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 而其原因在于，这一解读符合
汉儒主张的“先教后刑”或“德主刑辅”的政治理念。袁守定说： “凡骨肉兴讼，最关风化，当以天理民彝
感动之； 感而不动，然后为判曲直，切勿加刑。”但是，什么是案件的是非曲直呢？ 标准不外乎是人情、天
理与国法； 如果人情和天理不能奏效，袁守定所谓的“感而不动 ”，那么把法律拿出来，恐怕也是自然而
然的做法吧。
另外，在《旧唐书·循吏韦机附韦景骏列传》中也记载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 ：
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 “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
何得如此？ 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 于是母子感悟，各请
改悔，遂称慈孝。③
这同样是一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且属于“送法上门 ”的经典例证。 面对这起母子争讼的案
件，贵乡县令韦景骏根本没有查问争讼的缘由 ，而是用“动之以情 ”的方式来感悟和激发两造的良知，所
谓“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这是一种将心比心的说服技巧，
而其情感和心理基础，则是普遍的人性，所谓“人同此心 ”者是也。 更可注意的是，如此将心比心，并非
说说而已，而是真情流露，传记以韦景骏“垂泣呜咽”四字作了交代。这还不算，进而以“锡类不行，令之
罪也”的自责态度来造成母子的心理压力。 最后，韦景骏又令两造“习读”《孝经 》一书，此乃“晓之以
理”的说服方式。通过这种“情理并用 ”的手段，终于取得了“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慈孝 ”的效果。
不用说，这种纠纷解决的方式，不仅涉及争讼的表层问题，而且探究争讼的深层问题———母子之亲的情
感问题与母子身份的伦理问题。 实际上，这时的“理 ”也在“情 ”中得以安顿。 儒家所谓“礼法出于人
情”一言，于此可以获得正解。
再看一例清代循吏“送法下乡”的故事：
冷鼎亨，……同治四年进士，即用知县，发江西，署瑞昌。 白鹤乡人叔与侄争田，即树下谕
解，遂悔悟如初。（ 《清史稿·循吏冷鼎亨列传》）
传记所述案件实事非常简单，乃是一起“叔侄争田 ”的纠纷，至于如何“谕解 ”两造，书简有阙，我们
不得而知，姑且不说。然而，对本文来讲，这条史料的核心内容，乃是“树下谕解 ”的特殊场景，它与《甘
棠》注疏的描述出奇的相似。如果将“乡人 ”与“树下 ”结合起来解读，把它看作“送法下乡 ”的故事，应
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96 － 97 页。程树德罗列的汉代“不孝，弃市”的案例，都是情节特别恶劣的犯
① 参见程树德： 《九朝律考》，
罪，而且身份也比较特殊。至于普通的“不孝”是否也会被判弃市呢？ 待考。
例证很多。参见前引《图民录》，收入《官箴书集成》第 5 册，黄山书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183 － 184 页。
② 这是循吏的老生常谈，
有母子相讼者，景骏曰： ‘令少不天，常自痛。尔幸有亲，而忘孝
③ 另见《新唐书·循吏韦景骏列传》的记载： 韦景骏“后为贵乡令，
邪？ 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呜咽流涕，付授《孝经》，使习大义。于是母子感悟，请自新，遂为孝子。”两者相比，虽然《新唐书》的文辞比
较典雅，但是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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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没有问题。只是，由于记录过于简单，我们也不清楚冷鼎亨是否经常下乡办案 ？ 抑或偶尔为之？ 甚至
本案只是他在下乡巡视途中偶然遇上的呢 ？ 不过本案体现出来的“亲民 ”姿态，依然值得我们注意。 另
外，从“谕解”和“悔悟如初”来看，将本案视为通过“教化”解决纠纷的例证，应该没有问题。
值得追问的是，在一个标榜“德教 ”的国度里，这类“送法下乡 ”的故事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呢？
通观历代《循吏列传》的记载，我们发现，牧令下乡办案的事迹，似乎并不多见。 根据笔者对《清史稿 ·
循吏列传》记载的“正传人物”和“附传人物”的统计，共有 127 个循吏，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例，尚有
如下 5 例： （ 1） 河南登封知县张壎单骑之任，并且不时“策蹇驴历诸郊问所苦，有小争讼，辄于阡陌间决
之。”（ 2） 山西交城知县赵吉士“往谕朝廷德意，勖以力耕勿为盗，众悚息。日暮寝陶穴中听讼，左右多贼
党，
吉士阳若勿知，诘朝深入，察其形势。”（ 3） 河南临漳知县姚柬之“每巡行乡曲，劝民息讼，有诉曲直者
即平之。”（ 4） 江苏沛县知县云茂琦“询民疾苦，恳恳如家人。 劝以务本分、忍忿争，讼顿稀。”（ 5） 方大湜
历任地方官员，政绩也以地方任职期间为主。 他时常“周历民间，一吏一担夫自随，即田陇间判讼。”这
些都是牧令下乡体访民情，存问疾苦和听讼捕盗兼顾的例证。但是让笔者感到意外的是，循吏“送法下
乡”只占了总数的 5% 都不到。
必须指出，州县牧令下乡听讼的举措，还是得到了某些官员的赞同。 例如，清人袁守定在《图民录 》
卷二《往乡听讼》中写道： “召伯为政，常出就烝众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讼事。 吴祐为膠东侯相，民有
讼诉者，常身到闾里，重相和解。任昉为新安太守，每曳杖徒行，有通词讼者，就路决焉。凡因事往乡，即
以其乡讼牒带置肩舆中，暂驻其里，为之讯断，了得一案，省得百姓一累，便民莫要于此矣。”① 从袁守定
的倡议和上引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送法下乡”，基本上是顺便为之，而非专门的措施。 另外，袁
守定认为《诗经·甘棠》所述，即是召伯听断讼事的故事，与汉儒以降的解释一致。
2.“送法下乡”的缘由与问题。就明清中国的州县衙门而言，大体上可以用瞿同祖发明的“一人政
府”来概括。② 然而州县牧令的职掌可谓无所不包 ，无所不统。所谓“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
教化，励风治，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③ 其中“征收赋税”、“治听讼狱 ”和“教
化风治”，乃是三项基本任务。 事实上，教化工作往往被州县长官所忽略，而被视为不关痛痒的事务。
明人张萱就说：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簿书、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
置之不问。”④现代学者也有类似的评价，何朝晖以为： “除刑名、钱谷、治安、荒政之外，县官的职责中还
［24］（ P. 248）
有‘务虚’的一面，这就是教化。”
由于牧令职掌繁多，在通常情况下，忙得不可开交的州县官员，
都是坐堂问案，而很少下乡“调研”民情。所谓“体问风俗 ”，基本上是通过乡绅耆老这一特殊群体获取

相关信息。例如，汪辉祖曾说： “谘访利弊，自以绅耆为重。余初至宁远，懵如也，宾至即见，各叩以乡土
情形，及棍匪姓名，密置小簿，宾去详录所言。”又说： “每听一事，须于堂下稠人广众中择传老成数人，体
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⑤前者属于一般情形，后者则是特殊问题。 有时，州县牧令也有
采取一些“体问风俗”的特殊措施。比如《清史稿 · 循吏列传 》记有，江西庐陵知县陆在新专门“建问苦
亭于衙西，访求民隐。”这显然是比较特殊的“体问风俗”的措施。另有牧令深入民间的做法： （ 1） 广东昌
化知县陶元淳，“时步行闾里间，周咨疾苦，煦妪如家人。”（ 2） 陈豪署理房县期间，“每履乡，恒提榼张幕，
黄山书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201 页。忠明按： 关于吴祐的事迹，参见《后汉书·吴祐传》的记载： 吴
① 参见《官箴书集成》第 5 册，
“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祐政唯仁简，以身率物。民有争诉者，辄闭閤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
引据范晔撰、李贤等注： 《后汉书》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1420 页。所谓“身到闾里，重相和解”，
即是“送法下乡”。关于任昉的事迹，参见《梁书·任昉传》的记载： “六年春，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
郭，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民便之。”引据姚思廉撰： 《梁书》卷十四·列传第八“江淹、任昉”，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254
页。此乃“送法下乡”又一例证。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 页。所谓“一人政府”是指清代，明代偶尔也有一县多名知县的特
② 参见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
例。参见柏桦： 《明清州县官群体》，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0 页，注 1。
也是如此，详见《明史·职官四》，不拟俱引。
③ 引据《大清通典》卷三十四。明代州县牧令的职掌，
④ 引据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十七《守令·前言》所引叶居升之言。
⑤ 分别引据汪辉祖： 《学治臆说》卷上“察事之法”和“初任须体问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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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息荒祠，与隶卒同甘苦。”（ 3） 宜君知县涂官俊“躬巡阡陌，与民絮语如家人。”①因为在循吏眼里，听讼
本身就是“亲民”的一种方式，汪辉祖就说过“亲民在听讼 ”的话。 虽然“体问风俗 ”可以像汪辉祖所说
的那样，通过绅耆这一特殊渠道来获取信息 ，但是地方官员通过直接下乡巡察的方式来“体问风俗 ”，无
疑也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其所获得信息不但更加真切，而且快捷有效。 地方官员在“体问风俗 ”的过程
［25］

中，也会顺带听讼决狱，可谓一举两得。事实上，在清代严格实行任官回避制度的约束下

，作为外来

者的州县官员，对于辖区的社情民情通常都是茫无所知 ，所以通过“体问风俗 ”的方式来理解社情民情，
就地方治理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据此，我们可以将“体问风俗 ”作为州县牧令的一项“爱民 ”举
措来理解。
就解决乡村社会发生的纠纷而言，“送法下乡”有其特殊的好处。 其一，可以方便民众诉讼，免致衙
门候审拖累和衙役敲诈盘剥，进而妨碍农事，在《甘棠》的注疏中，这一点被汉儒特别强调； 其二，可以快
速获取证据，尤其是证人证言，从而快速了结案件，提高诉讼效率； 其三，可以起到宣传法律的特殊效
［26］
果，②发挥“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其实，无论是现代学者艳称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抑或是“炕上开
［27］（ P. 488 － 520）

庭”

和“马背上的法庭 ”，③ 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可谓基本相

同。
只是，古典中国的“送法下乡”可能也会带来问题： 一是州县官员的时间成本； 二是可能造成扰民的
不良后果； ④三是如果承审官员经验不够，裁断与民情不合，恐怕也会产生不必要的弊端； 四是由于现场
听审，司法官员难免受到干扰，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五是容易导致“先入为主 ”的弊病，尤其是刑事案件，
司法官员通过“微服私访”的手段来缉捕罪犯和收集证据，就会产生“先入为主 ”的不良后果。⑤ 因为承
审官员每每相信，经由自己“微服私访”缉捕的人犯与收集的证据，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哪能会错，
从而出现司法官员的“片言折狱”的弊病，进而导致裁判的偏失。 据此，我们方能理解： 为何现代司法体
制将警察、检察和法院的权力分离，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审判不中立、不客观和不公正的现象。
实际上，对地方官员下乡办案来讲，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亦即司法官员必须具有特别优秀
的道德素质。换言之，只有那些真正具备“勤政爱民，奉公清廉 ”的信念，以及不怕“劳身苦体 ”的循吏，
才能作到这一点。我们来看以下例证： （ 1） 张壎“策蹇驴，历诸郊问所苦 ”。（ 2） 陈豪“每履乡，恒提榼张
收入《官箴书集成》第 3 册，黄山书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224 － 225 页。第 5 册，第 215 页； 另
① 参见黄六鸿： 《居官福惠全书》卷一，
见袁守定： 《图民录》卷 3。
止能平两造之争，无以耸旁观之听。大堂则堂以下伫立而观者不下数百人，止判，而事之相类者，为是为
② 汪辉祖说： “内衙听讼，
非，
皆可引伸而旁达焉。未讼者可戒，已讼者可息。”汪辉祖： 《学治臆说》卷上“亲民在听讼”。既然大堂听讼都能发挥法律宣传的效果，
那么在乡间榆树下的听讼教化，效果自然更佳。
王力扶编剧： 《马背上的法庭》，摄于 2006 年。
③ 参见刘杰导演、
州、县，往常官吏不时亲自下乡，扰吾良民，非止一端，数禁不许，每每故违不止。”
④ 例如《御制大诰续编》即有： “十二布政司并府、
又有： “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引据杨一凡： 《明大诰研究·附录》，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6、
277 页。我觉得，朱元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法律规定，就是担心官吏下乡，难免鸣锣开道，前呼后拥，从而引起扰害百姓的事端； 甚至，有
些贪官污吏之所以“不辞辛劳”，亲自下乡，本身就是为了扰害百姓，搜刮民财。
古人颇有同感，也有不少分析。例如，纪昀写过这样一则反对“微服私访”的故事： 明公恕斋任太平知府时，因审理
⑤ 这一方面，
“疑狱”而“易服自察访之”，在小庵中憇息，遇到一个老僧； 老僧对他讲了一通“私访弊害”的话，最后“竟不访而归。”纪昀借姚公安之言
“凡狱情虚心研察，情伪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而结束了故事。参见氏著《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槐西杂志”（ 四）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3 页。对于个中缘由的分析，与方大湜的阐述非常相似。为避免重复，这里只引方大湜的阐述。他说： “官不可无私访之
名，不可有私访之实。有私访之名，则莠民心存顾忌，不敢十分放肆。然私访最误事。既曰私访，自必问之不知谁何之人。其人如系原
告戚友，必说原告有理； 其人如系被告戚友，必说被告有理。即其人与原被两告均无瓜葛，而素行又未必公正，所论是非曲直亦未必平
允； 幸遇公正之人，而又避嫌畏祸，往往不肯尽言； 即肯尽言，而彼亦系得之传闻，并非目击，言之确否，亦难逆料； 万一不确，而本官先入
为主，岂不误事。余宰襄阳时，颇有私访之名。东乡喧传，某日官至西乡私访； 南乡喧传，某日官至北乡私访。是何装扮，曾在何处歇息，
途遇何人，无不言之确凿，历历如绘。其实，余并未私访也。绅士有当面询问者，余但含糊答应，不言其有，亦不辨其无。”氏著《平平言》
卷一“不必亲身私访”，收入黄六鸿： 《官箴书集成》第 7 册，黄山书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617 页。更有甚者，方大湜甚至认为“派人私访亦
可不必”。袁守定也有类似说法： “凡词讼，只当堂细审，其情自得，切不可差人探访。盖所差之人，未必可信； 即可信，未必有刺事之才
也。大抵道路悠悠之口，言人人殊，最不可据。若有先入之言以为主，而主又不真，转滋误矣。况此风一播，奸胥市棍皆得假探事为名，
以愚弄乡曲，适足以开作弊之门，谁职其咎哉。”氏著《图民录》卷二“勿行访”，载黄六鸿： 《官箴书集成》第 5 册，黄山书社 1997 年影印
版，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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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憩息荒祠，与隶卒同甘苦。”（ 3） 方大湜“周历民间，一吏一担夫自随。”（ 4） 直隶卢龙知县卫立鼎清廉
著称，以至“尚书魏象枢及侍郎科尔坤奉命巡畿内，至卢龙，已治具，不肯食，仅啜一瓯。 曰： ‘令饮卢龙
一杯水耳，吾亦饮令一杯水。’”足见，贵为尚书和侍郎的魏象枢、科尔坤巡视卢龙县，鉴于卫立鼎清廉到
了只“饮卢龙一杯水”的地步，所以也只能“仅啜一瓯 ”。 可以想象，这不是所有官员都能达到的廉洁境
界。（ 5） 即使携带随从出巡，有些循吏也很注意约束他们，以免骚扰百姓。 比如冷鼎亨“因事诣乡，使胥
役尽随舆后，返则令居前而己殿之，未尝以杯勺累民。”（ 《清史稿 · 循吏列传 》） 这对绝大多数科举出身
的州县牧令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官吏下乡而不至于扰民 ，明清法律和“官箴书”都会提出“单骑减从”和“自备干
粮”的要求。例如，清代雍正三年定例： “凡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印官立即亲往相验，止许随带仵作一
名，刑书一名，皂隶二名。一切夫马、饭食俱自行备用，并严禁书役人等，不许需索分文。”①对此，明清时
期的“官箴书”也多有记载。例如，清代刘衡提出： “偶有公出，必自带行粮，不准差派。”如果遇有命案，
需要外出验尸，刘衡要求： “只带仵作一名，刑书一名，皂役一名，轿夫四名，给以夫价路费，自备菜食，前
站棚厂等陋规概行裁革。”又现身说法： “至报有命案，卑职亲赴相验，只用刑仵皂各一名，从不带差及家
人下乡。”在《札各牧令相验宜遵例自备夫马少带人役由 》中，刘衡对此问题更有专门的阐述； 并且写了
《作牧令时相验告示稿》，可谓再三致意。② 明清法律和“官箴书 ”之所以这样规定，显然是担心下乡办
案的官吏可能作出骚扰民间的事情 。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明史 · 循吏列传 》记有“知县周以中巡视
田野，为部民所詈”的记载。据此，在人生而地不熟的情况下，州县官员贸然下乡，尚有人身安全堪虞的
问题。倘若遇到“械斗”之类的严重事端，这种问题也就更加突出。 在詹鸣铎《我之小史 》一书中，就有
［28］（ P. 224）

这样的例证

。

结

语
围绕《诗经·甘棠》的“事志”与古典中国的送法下乡，本文分析了若干既被文学史家所忽略，也为
法律史家所“遗漏”的问题。笔者的结论如下： 首先，《甘棠》一诗，原本只是一首召南百姓追念周初名臣
召公“遗爱”的抒情诗，它与召公“甘棠听讼 ”并无必然的关联。 至少，从《甘棠 》一诗的本文来看，我们
只能给出这样的解读。就解释方法而言，任何超越本文的解释，都有可能是一种“过度 ”的解释，不足为
训。其次，将《甘棠》一诗与召公“甘棠听讼 ”联系起来的，乃是汉儒的《甘棠 》注疏的建构，他们之所以
刻意把两者联系起来，或许是因为“甘棠听讼”比较符合儒家“德教”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倘若将“甘
棠听讼”置于汉代循吏推行“德教 ”和“移风易俗 ”的语境中予以解读，那么，这首反映周初“德教 ”政治
兴起的抒情诗，恰好与汉代儒家政治的逐步兴起吻合 。再次，对乡土中国来讲，虽然“送法下乡 ”有其自
身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诸如克服交通和取证上的某些障碍 ，但是，这种司法实践，同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
的问题，比如，州县牧令在时间、精力和经费上的不足，并且“勤政爱民 ”而又不怕“劳身苦体 ”的地方官
员的稀缺，司法官员如何在百姓环绕的听讼场景中保持客观公正 ，怎样避免地方官员下乡可能造成的扰
民弊害，都是一些不易解决的实际问题。最后，从古典中国循吏的“送法下乡 ”来看，实际上也不是一种
常规化与制度化的安排，而是一种“因人而异 ”的非常举措。 可以说，“送法下乡 ”仅仅是少数怀着“爱
民”情感的循吏的偶尔举措，并无普遍意义可言。
时至今日，倘若我们还要继续沿袭这种做法，进而全面推行这种做法，必将面临古典中国“送法下
乡”的老问题； 与此同时，也要面临如何解决当下可能产生的新问题。 譬如，如果以“送法下乡 ”的方式
来解决民事纠纷，那么由此产生的司法成本如何解决？ 换言之，相对于没有享受“送法下乡 ”便利的两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00 页。另见薛允升原著，胡星
① 引据吴坛原著，
桥、邓又天主编： 《读例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64 页。
80、
95、
101 － 103 页。在司
载黄六鸿： 《官箴书集成》第 6 册，黄山书社 1997 年影印版，第 77、
② 分别引据刘衡： 《自治官书不分卷》，
法档案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参见四川档案馆编：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 乾隆卷） ，档案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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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来讲，两种司法模式（ 坐堂问案与送法下乡 ） 的私人成本与公共成本显然很不一样，究竟应该如何合
理解决？ 或许，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是“便民 ”的措施，既然是人民法院为了实现“民爱 ”（ 为人民服务 ）
的理想，那么法院自己承担司法成本，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如“法律援助 ”制度那样，这是让民众接
近司法，并且获得正义的必要代价。但是须知，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同，把法律送到民众的家门口，是
否会有意撩拨起民众不必要的诉讼“热情”呢？ 事实上，就民事纠纷而言，时有解决的最好方式是“冷处
理”； 对此，时间的区隔也许是最为省俭的办法 。袁守定《图民录》卷二“劝民息讼 ”所载“松江太守明日
来”之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倘若“送法下乡 ”，却有可能激发原本无意诉讼的原告。 再如，究竟哪些
案件可以运用“送法下乡”的举措，或者哪些案件不能运用？ 界限何在？ 条件怎样？ …… 诸如此类的问
题，似乎可以继续追问下去，但是这里显然不是讨论这些复杂问题的场合 ，因此只能略表疑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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