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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如何断案的？
“古人怎样断案，这是一个多年

来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对
此作专题研究者却很少。研究古人
断案是继承历史，对我们今天司法审
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法学博士朱潇告诉记者，“古
人如何断案？古人断案和现代审判
又有哪些不同？归根结底，正确认定
案件事实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实现
社会的正义，维护司法的公正，是整
个司法活动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其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文的‘法’
字中得到一些启示。‘法’字现在的写
法是三点水加上一个去字。《说文解
字》上讲：‘法从水，平之如水。’它体现
的就是公平公正的精神。‘去’就是要
去不直，也就要铲除社会中那些不公
正、那些邪恶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
历史中，各种各样的案件，其实无论
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法官要实
现司法公正首先要解决的都是认定
案件事实。”

那么，历史上法官们是如何去认
定案件事实的呢？朱潇说，历史上法
官断案的方法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变
革。第一次是从以神证为主转向以人
证为主；第二次是从以人证为主转向
以物证为主。按照断案的两次重大变
革，人类断案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

以神证为主的断案阶段为第一个
阶段。所谓神证，用通俗的话讲，就是
让神来帮助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很多
国家历史上都曾经采用过神证的方
法，或者叫神明裁判的方法。在人类
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还处于极其愚
昧时期，断案就要靠天、靠神。所以，
神明裁判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定时
期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认
识能力不断提高，神明裁判就逐渐退
出了历史舞台。

“夏、商、周以及之前的氏族社
会时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雏形
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对法制影响
最重要的因素是神权法思想。”朱
潇分析说，“神的观念产生于原始
人类对自然和人类不断认识的过
程，他们把那些自己想理解而又无
法理解的东西归结于‘神’。人类
法律实践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目
的、有意识的复杂活动。但当时人
们受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无法理
解法的产生及其运行规律，人类最
初的法律实践活动还无法按照法
的自身的、内在的规律来进行，因
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带有许多神
秘的色彩。因此，神权法思想应运
而生，并被统治阶级有意地加以运
用。中国古代的神权法思想的一
个重要特征是宣扬统治阶级的统
治权来自神灵，并受到神的护佑。
这样，统治阶级的统治就顺其自
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人类社会的
历史政治舞台。”

接着，朱潇列举了许多企图用
神保命、护国的事例。如“有夏服
天命”“有殷服天命”，即是其不变
的理论支柱。商朝“神判”与“天
罚”是商朝司法审判的一大特点；
当时负责占卜的官吏也参与了诉
讼活动，并掌有一定的司法权。比
如商纣王荒淫无度，最后闹到众叛
亲离的程度，还坚信其受到神的保
护。西周正是吸取商亡的教训，从
而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的法律思想，强调所谓的天命并非
是固定不变的，上天只会选择那些
有德者，将天命赋予那些“敬天”

“保民”的人间君主，对统治者提出
了道德上的要求，这无疑是一个巨
大的突破。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法
制文明的一大进步。

在尧舜时期，有个叫皋陶的大法
官，牵着一只神兽——獬豸(xiè zhì)，
判案就靠着这只神兽。被告人到堂
拒不认罪者，皋陶就牵出神兽，神兽
如用犄角顶倒这个人，就说明这个人
有罪；不顶，说明这个人无罪。

獬豸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
上古神兽，被称为“直兽”，就是耿直
刚正的意思。獬豸断案很特别，它会
先听诉讼者的讼词，然后听被告人的
辩解。在这个过程中，它就可以作出
判断。当它作出判断后，它会用犄角
将那些虚伪和邪恶的人顶倒，也有人
说獬豸会吃掉败诉的一方。

獬豸断案虽然只是传说，但獬豸
的名字在中国古代是有重要地位
的。汉代法官戴的帽子就叫“獬豸
冠”。《后汉书》记载：“执法者服之……
或谓之獬豸冠。”不仅如此，我国古代
的“法”字也和獬豸有很深的渊源。
古代法字的写法应该是“灋”，这个字
拆开来解读，里面的“廌”其实就是獬
豸的别称，而三点水代表执法“平之
如水”。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法律
最理想的形态其实就是獬豸执法时
的样子，“触不直者。”

在中国古代的最高执法机构门
前，往往会立獬豸石像，以此彰显公
平正义。“那么，古代真的有獬豸这
种神兽吗？对于獬豸的存在与否，
有很大的争议。”朱潇说，“有人认
为，獬豸并不存在，它只是中国古人
理想中的一种神兽，表达了古代人
们对于追求公平正义的一种渴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獬豸是存在的，
它确实断案如神，它只存在于上古
时代和中古时代，进入秦汉时代以
后，它就隐遁起来，不再露面了。獬
豸究竟是否存在我们无法定论，但
獬豸断案是中国古代神明裁判的一
个缩影。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进
入司法证明或者断案方法的第二阶
段，就是以人证为主的断案阶段。”朱
潇分析说，“在人类司法发展史上，人
证很早就已经出现在断案的历史舞
台上了。”

古代人断案也是要使用人证，要
听当事人陈述，也要听证人陈述的。
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特别是在
神明裁判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人证
所发挥的只是一种次要的作用，在疑
难、重大的案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
神灵的力量。当神明裁判退出历史
舞台后，人证自然就成为司法证明的
主角，成为法官断案的最主要的依
据。在各种各样的人证中，无论是在
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人
证都是当事人的陈述，刑事案件中，
就是被告人的供述。所以，在我国历
史上曾经有非常重视被告人口供的
司法传统。古代法官办案，无论是包
青天等廉吏清官，还是其他的酷吏贪
官，都要拿到被告人的口供，按照当
时的说法叫作“无供不录案，断罪必
取输服供词”。也就是说，断案认定
被告人有罪，一定要拿到被告人承认
自己有罪的口供。

“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在法兰西
还是在俄罗斯，在历史上都曾经把被
告人的口供当作最可靠、最完整的证
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
博士樊晓磊分析说，“也有人说，可以
把它称为证据之王。所以，在很长的
历史时期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
其他国家，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司法证
明中最重要的一种证据。但被告人
不认罪、不供述咋办？于是，刑讯逼
供就产生了。当然，在中国历史上，
对刑讯也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限
制，这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改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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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
发展，判案经历了从愚昧到科学的漫长道路。

远古时期神明裁判寄托了人类对“法”字最虔诚的希望。
神明裁判的面纱被揭开之后，人类司法历程开始走出愚昧的阴

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人
类断案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不同时期产生了

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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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执行力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本报讯 近日，正阳县法院召开涉民生案

件款集中发放现场会暨执行工作新闻发布
会，院长张元真、执行局局长程东升对近期执
行到位的28件涉民生案件执行款进行集中发
放，当天共发放执行款163万元。此次活动受
到了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一致好评。会
上，程东升通报该院2017年执行工作情况，并
称正阳县法院将把涉民生案件作为当前执行
工作的重点，加大执行力度，有效执结一批涉
民生案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程
东升表示，2018年正阳县法院将迎难而上，奋
发有为，砥砺前行，规范执行行为，增强执行
质效，努力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
以扎实的工作成效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司法
权威，维护社会稳定。 （徐翔王豪娟）

民警坚持不懈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本报讯 2017年8月26日，濮阳县庆祖镇

的田某超、田某谦等9人围攻殴打他人，造成
二人不同程度受伤。案发后，田某辉等5人外
逃，被濮阳县公安局列为网上在逃人员。濮
阳县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抓捕工
作，同时紧盯劝投工作不放。在办案民警坚
持不懈的努力下，近日，在逃的5名犯罪嫌疑
人在家属的陪同下，先后到濮阳县公安局庆
祖派出所投案自首。 （濮公宣）

慰问困难群众拉近警民距离
本报讯 日前，为积极贯彻落实洛阳市公

安局关于“平安守护”主题宣传活动的统一部
署，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洛阳市公安局龙门分
局各部门领导分别带领民警深入辖区10个社
区帮扶贫困户，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该分局
领导及民警将慰问品送到了困难群众手中，

每到一户群众家中，领导与其促膝交谈，并询
问他们的近期生活、身体状况，关心了解他们
的实际需求；同时，鼓励他们增强信心，积极
面对生活，通过政府帮扶和自身努力争取早
日渡过难关，有困难及时向社区反映。通过
走访慰问活动，这些困难群众感受到了分局
上下对其的关心和爱护，慰问小组以接地气、
心贴心的实际举措，拉近了公安局与困难群
众彼此的距离。 （赵大伟）

调查取证破获聚众斗殴案
本报讯 近日，濮阳县公安局王称堌派出

所破获一起聚众斗殴案。1月 14日，该县王
称堌镇某KTV门前发生一起聚众斗殴事件，
经鉴定，三人构成轻微伤，经查，安某鑫等人
存在纠集多人参与打架的行为，且在纠纷过
程中存在约架、持械等情形，已涉嫌聚众斗殴
罪。案发后，该所民警立即成立工作组，迅速
调查取证，将安某鑫等7人一举抓获。

（濮公宣）
严打“黄赌”违法犯罪

本报讯 为深化“平安守护”行动，濮阳县
公安局以治安大队为主导，对“黄赌”社会丑
恶现象进行严厉打击。为使“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取得实效，濮阳县公安局党委四次召开
推进会，副政委王西省明确要求治安大队及
各派出所对人员密集场所、重点街区、居民住
宅区进行拉网式摸排，全面收集线索，对“黄
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不间断打击。（濮公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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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安全防护 保障社会稳定
保安全 护平安

开展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日前，民权县公安局会同该县

卫生、文化等部门开展安全大检查，对辖区
娱乐场所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安全主
体责任是否明确、制度是否完善、监控设备
是否正常运行等情况进行了集中检查，对
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当场下发整改通知
书，责令限期整改。 （王 衡）
加大夜间巡逻力度 守护辖区群众安全
本报讯 自“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濮阳县公安局北关派出所加大夜间巡逻
力度。近日，该所民警在巡逻途中发现一辆
白色别克轿车呈S形路线行驶，立即上前进
行盘查，民警闻到该司机程某江满身酒味，
随后立即对其进行血液乙醇含量检测。经
检测，程某江已达到醉酒标准。目前，犯罪
嫌疑人程某江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濮公宣）

反恐应急演练 为群众安全保驾护航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公安机关应对各

种恐怖袭击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降
低对人民群众财产和生命的损害，近日，洛
阳市公安局高新派出所开展了反恐应急快
速反应专项演练。此次演练主要以紧急拉
动的形式开展，在预定时间内，由高新派出
所指挥室统一对各参战单位发布集结指令，
反恐部门在集结地点计时，检验各单位快速
反应能力。根据警力所处位置远近和演练
方案的要求，所有参战单位都能够按规定时
间到达集结地点。演练包括对反恐应急方
案熟知情况及对涉恐人员落地核查各项工
作的要求。此次演练，各参演人员精神饱
满、斗志昂扬，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全方
位检验了该所的反恐应急力量快速反应、协

同作战、专业处置能力。 （傅晓丽）
保障春运安全稳定

本报讯 近日，民权县公安局积极组织
治安、交警、派出所等警种部门，大力开展
春运安保专项行动，对各类违法犯罪坚持
露头就打，绝不姑息。连日来，该局已抓获
网上在逃人员3名，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0余起。 （王 乾）

深入辖区开展禁赌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

环境，濮阳县公安局庆祖派出所民警深入
辖区组织开展禁赌宣传活动。同时，民警
积极倡导村民开展富有特色的群众文化活
动，引领健康、积极的娱乐生活习惯。此次
活动，该所共张贴宣传单30份，发送禁赌倡
议书200份，悬挂宣传条幅15条。（濮公宣）

打防并举保稳定
本报讯 连日来，民权县公安局打防并

举，控发案保破案；监管并重，防事故促安
全，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加强重点领域安全
监管；规范执法，提质量求公正，确保社会
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 （王衡）

召开安全防范座谈会
本报讯 近日，濮阳县公安局五星派出

所组织辖区全体村委会干部在乡政府会议
室召开安全防范座谈会。会上，民警对濮
渠路、濮坝路等沿线路段的村庄安全防范
工作作了安排，指导村委会组建打更队，加
强夜间巡逻。同时，民警利用村委大喇叭
开展防盗抢宣传，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
最后，民警提醒大家做好防火工作，切实消
除消防安全隐患。 （濮公宣）


